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 9 月 27 日下午，市中心医院结合“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活动。

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合唱团带来的大合唱《在太行山上》
《围坐火堂唱苗歌》中拉开帷幕，大家用热情激昂的歌声抒
发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

随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知识抢答赛
精彩呈现。竞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三个环节，
内容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基
本理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关内容和医
院历史文化等，共有6支代表队参加角逐。必答题环节
中，各代表队表现出色，对答如流，分数不分伯仲；进入抢
答题环节，大家争分夺秒，现场气氛紧张激烈；风险题环
节时，各队你追我赶，抢答高分题。比赛中，各代表队队
员集中精力，反应敏捷，抢答精彩迭出，台下掌声不断。

比赛过程中，还穿插了两轮观众答题环节，增加了互
动，激发了大家学习运用竞赛知识的热情。

礼赞新中国 讴歌新时代

“进医院下病房，每逢假日
分外忙！”今年的国庆长假，市
中心医院医务人员一如既往地
忙碌在病房里、奋战在手术台
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们
舍小家为大家，用爱心和奉献
默默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健康，
以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10 月 7 日上午，市中心医
院门诊诊区内人头攒动，分诊
台已被患者围得水泄不通，后
面排起了一条长龙，护士戴着

扩音器有序地引导患者排队、
取号。在心血管内科门诊室，
医生颜程正在给病人问诊看
病，忙得不可开交。颜程介绍，
今年国庆长假很多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他们趁着这个假期陪
着父母来医院求诊治疗，导致
就诊人数剧增。国庆期间，他
原本安排休息三天，但由于门
诊工作量大，便不得不放弃了
休假计划。

为了应对一波接一波的就
诊高峰，颜程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上，竭尽全力为患者提供满
意的服务。“10月4日前来就诊
的患者人数达到顶峰，那天我
接诊了100多位患者。为了尽
快看完病人，我中午都没有休
息，喝了牛奶、八宝粥后继续接
诊。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已经
是18时46分了。”颜程感言，国
庆长假期间的病人比较集中，
高峰期比平时还要忙碌，如同
上了发条的陀螺。虽然累，但
看到患者一张张笑脸、一句句
感谢，觉得自己的付出值了。

和颜程一样，皮肤科主任、
主任医师朱娇媛也是在工作岗
位上度过的。朱娇媛说，皮肤
科门诊 5 个诊室全部开诊，无
一天休息，他们早已经习惯了
无节假日。“对于医护人员来
说，各种节假日都要照常上班，
过节和平时也没什么区别，大
家脑海里早已没有了节假日这
个概念。”国庆节期间，因为小、
中、大学生均已放假，前来皮肤
科就诊的人数猛增，出现了三
天接诊高峰期，接诊量最高的
一天达380人。这对于医务人
员体力和脑力而言，是个巨大
考验。为确保患者能够及时就
诊，他们安排了门诊和住院部

医生轮流在门诊值班，医务人
员24小时“随叫随到”。

市中心医院门诊办公室主
任罗北鹰介绍，国庆节期间，
CT、B 超、磁共振等医技检查
科室正常开诊，同时他们根据
接诊量，科学合理地调整各科
室门诊开诊时间。为了保证患
者在国庆节时仍能享受到便捷
的医疗服务，医院每个科室会
安排值班人员，有些科室还增
派了人员，机关后勤总支第八
党支部还组织了党员志愿者支
援导诊工作。

统计数据显示，从 10 月 1
日至 6 日，市中心医院门诊接
待患者 16810 人次，日均接诊
量达到 2800 人次，10 月 4 日
接诊人数达到顶峰，为 3614
人次。

不仅是普通门诊，国庆期
间，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儿科
急诊、ICU、NICU、PICU 等多
个 科 室 因 为 急 诊 需 求 的 增
多，如往常的节假日一样活
跃着医护人员紧张而忙碌的
身影，而手术室假日期间一
共完成 100 余台手术，骨科、
产科、胃肠外科的手术量都
达到20余台。

国庆“无假日”，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以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坚守工作岗位 守护生命健康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

▲护士戴着扩音器有序地引导组织患者排队、取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
讯员 吴继胜 孙移新）“十一”国庆
节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也是不少人外
出旅游的时节。当大多数人沉浸在团
聚和休闲时光中时，有那么一群人，依
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就是
从不“缺席”的医务工作者。因为，节
假日对他们而言，意味着要担负起更
大的责任。

10月1日，记者走进新邵县人民医
院住院部，各科室工作都安排得井井
有条，医护人员一如既往地忙碌在诊
室、病房里，为患者提供优质贴心的医
疗服务，用自己的坚持守护着患者的
健康，为大家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节
日环境。

当日上午，新生儿护士小李告诉
记者，对于她们来说，没有双休日、没
有节假日，过节和平时也没什么区别，
大家脑海里早已没有了节假日这个概
念。“守护好这些祖国的花朵，就是我
们最大的幸福，也是我们献给祖国母
亲最好的礼物！”小李笑着说。

“也许是被举国欢庆的气氛所感
染，今天早上已经有三个小宝宝赶在
这个重要的日子来到世界，与祖国一
起过生日。”刚下夜班的助产士小刘兴
奋地说，

在普外一科，上班20多年的护士周
女士正在为前一天做完手术的病人检查
各种引流管，挤捏引流管判断是否通畅，

检查固定是否稳妥，挂放是否得当，患
者是否掌握术后快速康复的要点和注
意事项等，这是她每天进入病房的必备
流程。国庆期间，普外一科所有的医务
人员电话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只要
电话打来，有患者需要手术，就立即赶
回医院。

ICU（重症医学科），是收治急危重
症患者的特殊科室。这里，也就成为
医务人员与和死神搏斗、拯救患者生
命的“战场”。

值班护士辉杨娟介绍说：“因为在
ICU每天都有可能面对死亡，有人把从
事重症医学的医务人员比喻为奈何桥
上的哨兵，是人类生命的最后一道消
防线。”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对于 ICU
的医务人员来说，这里没有节假日，有
的就是24小时不间断地守护。“用自己
的双手去全力救治每一位患者，是我
们每一位医务人员最真实的追求，只
要在这里工作一天，就不能有片刻的
松懈。”她笑着说。

血液净化中心的护士长孙映卉告
诉记者，她都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
年头在节日期间还守护在岗位上了，
从事这份职业以来，“坚守”是义不容
辞的选择！

生命所系，性命相托！对于医务人
员而言，“节日坚守”已经成为一种责
任和习惯，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来诠释
责任、使命的含义！

坚守岗位 献礼国庆
邵阳日报讯 （记

者 杨 敏 华 通 讯 员
吴继胜 孙移新 胡伶
俐） 9 月 26 日至 27 日，
市卫健委组织的评审专
家组一行，对新邵县人民
医院进行二级甲等综合
医院复审验收。

专家们严格参照《湖
南省二级综合医院评审标
准考评办法》和《湖南省医
院临床护理工作考核评价
标准》，本着依法、依规、公
正、公平的评审原则，深入
该院各部门和临床一线，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访谈座谈、现场
考核、追踪检查等方式，紧
扣二甲评审标准，对医院的
功能任务、患者安全、医疗
质量安全管理与持续改进、
护理管理与质量持续改进、
医院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多角度的检查和评审。

经过紧张有序的考
核评审，新邵县人民医院

得到了评审组的一致肯定并成功通过二级
甲等综合医院复审验收。

该院院长彭宏表示，我们要以此为契机，
持续改进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医院管理水平
和综合服务能力。今后，进一步坚定“为人民
健康服务”的宗旨，用精湛的医疗技术和优质
的医疗服务，为百姓创造更多更大的健康福
祉，为广大群众生命健康和医院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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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9月26日上午，智
能焕晶 同步国际——爱尔眼科医院集团专家巡诊·邵
阳站在市委礼堂举行。活动邀请多位省内知名白内障专
家通过讲座、白内障手术过程讲解等形式，为现场近
1400名中老年朋友分享了国际前沿的爱尔焕晶白内障
手术技术，并免费提供眼部检查。

白内障是危害眼健康的“头号杀手”，也是老年人的
常见眼病。如何科学高效地解决白内障、实现术后远中
近皆清晰的优质视觉，还中老年朋友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成为众多白内障患者尤为关心的话题。为了让中老年朋
友摆脱白内障带来的困境，实现从“看得见”到“看得清、
看得舒服”的愿望，爱尔眼科医院集团、邵阳爱尔眼科医
院举办了本次巡诊活动。

巡诊现场，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彭满强从白
内障的病因、预防、早期症状、治疗方法、人工晶体的发展
等方面，以及爱尔眼科集团与国内外同步接轨的焕晶白
内障手术作进一步讲解。彭满强介绍，智能焕晶白内障
手术更精准、更安全、更轻松，可实现看近、看中、看远的
全程清晰视力。

通过现场大屏幕播放焕晶白内障手术录像，邵阳爱
尔眼科医院白内障中心主任李荣对手术全程进行了讲
解，让现场的中老年朋友更清晰、直观地了解了焕晶白内
障手术。视频录播患者张大爷受邀来到活动现场，张大
爷于9月25日在邵阳爱尔眼科医院接受了右眼手术治
疗。作为张大爷的手术医生，邵阳爱尔眼科医院白内障
中心副主任宁志能现场为其拆除纱布。拆除纱布后，重
见了光明，张大爷激动地分享了他术后感受：“我昨天做
的手术，现在我看东西不仅远、近都看得清晰了，色彩也
丰富了。”

答疑解惑环节，专家们还就滴眼药水治疗白内障的
说法、老年人做白内障手术有切口不安全、白内障手术做
完要戴老花镜等问题，为患者进行一一解答，现场互动频
频，气氛热烈。

爱尔眼科焕晶白内障手术专家巡诊走进邵阳

白内障新技术
让术后视力更清晰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 9月26
日，市中心医院党委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廉政
警示教育活动。

会上首先播放了红色教育专题片《邵阳，这片红色热
土》。全体与会人员共同观看和学习了先进人物专题片

《人民好儿女之索道医生—邓前堆》和廉政警示教育纪录
片《折翅的天使》。

院党委要求全院党员职工通过观看红色专题片和警
示教育片，学习影片中邓前堆同志的医者奉献精神、大爱
情怀和革命先烈的斗争精神，以反面典型为戒，弘扬救死
扶伤的职业精神，把向最美奋斗者学习作为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开展“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为邵阳人民的健康作
出新的贡献。

廉洁自律警钟长鸣

一个美国科研团队日前发表报告说，他
们首次实时观测到了单个病毒的“组装”过
程，这有助于深入了解病毒形成的机制，从而
开发出消灭病毒、治疗相关疾病的新方法。

生物学界目前已知病毒的具体结构，
但尚不清楚这一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此前
相关研究都是利用模型来推测形成过程。
直接观测的难点在于组成病毒的“零件”极
小，它们之间的互动又很弱。

哈佛大学团队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

学院学报》月刊上发表报告说，他们利用干
涉散射显微镜技术，对一种单链核糖核酸
（RNA）病毒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观测。这
种技术运用光学原理，可精确显示微小物
体的动态变化。

单链RNA病毒是常见的病毒种类，感
冒、手足口病、脊髓灰质炎等疾病都与此类
病毒有关。哈佛团队此次研究的是一种与
大肠杆菌有关的单链RNA病毒。

他们观测到，约3600个核苷酸首先积

聚形成RNA核心，然后约180个相同的蛋
白质以五边形或六边形结构相互连接，围
绕这一核心“组装”成足球结构的病毒外
壳，整个过程只需要1到5分钟时间，且一
旦开始就不会停止。

领导这项研究的哈佛大学教授维诺
森·马诺哈兰说，这样的直接观测可以帮助
人们认清病毒的形成过程，未来有望据此
开发出切断病毒“组装”通路、遏制病毒产
生的方法。 （据新华社）

新研究观测到病毒“组装”过程
未来有望据此开发出切断病毒“组装”通路、遏制病毒产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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