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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当我们与来势
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狭路相
逢时，涌现出了许许多多逆行

“疫”线的战士。邵东市医疗
救治专家组组长就是其中一
位，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
员，更是坚守抗疫前线永不疲
倦的“铁人”。他，就是邵东市
卫健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邵东市政协委员申开荣。

临危受命 下好先手棋

元旦前后，正值邵东市
卫健局新老班子交接之际，
邵东市委组织部宣布卫健局
由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申
开荣临时主持工作。也就在
此时，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正在悄悄蔓
延。申开荣凭着主持过非
典、H1N1流感等十来次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经验，
勇挑重担，既担任临时指战
员，还主动兼任医疗救治专
家组、院感防控组、安保维稳
组组长，为邵东抗击新冠肺
炎工作下了一步“先手棋”。

1 月 17 日，申开荣主持
召开邵东市医疗机构负责人
会议，全面部署新冠肺炎防
控工作，做好新冠肺炎防控
战、阻击战、保卫战“三大战
疫”的准备。会议要求，按照
甲类疾病传染管理措施搭好
组织架构，按照传染病防控
的要求初步制定工作要求，1
月 20 日前落实到各医疗机
构，直至个体诊所。申开荣还
通过大学同学取得了武汉某
三级定点救治医院的晨交班
培训课程，发布在院长群里，
让大家结合实际组织学习。1
月21日至22日，该市包括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在内的
所有医疗机构及人员全部完
成了第一轮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院感知识培训，也下发了
发热病人接诊流程，为确保
该市医务人员“零感染”夯实
了基础，织密了防护网。他的
主动担当作为、提前排兵布

阵，也让流动人口大市邵东
避免错失防控“窗口期”。

冲锋在前 勇当排头兵

随着春节临近，在外经
商、务工、求学、探亲访友的
人员陆续回乡，邵东防控形
势日益严峻。从1月21日邵
东收治第一例疑似病例开
始，作为救治专家组组长，申
开荣就靠前指挥，深入一线，
改造流程，督促防护。

申开荣每天都冲锋在一
线协调部门、调度人员、组织
专家、会商病情，实施“一个

病人一组专家一个方案”的
精准治疗方案。同时，他还
发挥自己的中医特长，第一
时间制定出《邵东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救
治工作方案》下发至各医疗
单位，在邵阳市率先运用中
西医结合方法开展预防、救
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月24日（大年三十）至
正月初六，随着邵东市人民
医院传染科一、二层床位收
满，在邵东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统筹安

排下，该院立即改造三至六
层普通病房为临时感染科病
房，同时征用改造冬华医院
和宋家塘佰骏医院两家民营
医院为疑似病人医学观察定
点医院。申开荣又担负起 3
个医院的院感及医疗流程再
造的指导任务。短短7天内，
3 所医院 273 位住院病人劝
离、转运，共改造113间病房，
腾空病床226张，为确诊、疑
似和发热留观患者提供了充
足的病床，确保了应收尽收。

为加强发热患者管理，
尽早发现病例，找到传染源，
把好基层第一关，申开荣紧
急调集邵东市中医医院和其
他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及乡村
医生238人，加班加点培训，
组建7支志愿者队伍，其中2
支志愿队67人支援邵东市人
民医院预检分诊、发热门诊
及120转运，2支志愿队76人
支援2个被征用的民营医院，
1 支志愿队驻守定点安置酒
店负责密切接触者医学观
察，2支志愿队随时准备驰援
邵阳或湖北抗疫，全面充实
了抗疫力量。从1月19日到
2 月 24 日，邵东市发热门诊
共接诊 2896 人，其中收治留
观160人，确诊病人38人，做
到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申开荣还积极组织协调
邵东市人民医院、中医医院
及第三方检测公司医务人员
共30余人深入企业为员工、
深入精神病医院为医患、深
入“三所”为干警等特殊群体
采集咽拭子标本，第一时间
开展核酸检测，为全市复工
复产复业奠定了扎实基础。

经历一个多月的连轴转，
虽然申开荣双眼充满着血丝，
精神却依旧抖擞。他说：“疫情
就是命令。身为党员领导干
部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这是
我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

申开荣：奋战前线当尖兵
通迅员 李奕青 李定军

2月25日上午，市中心医院团委联
合市义工联合会、爱美造型爱心团队
开展爱心义剪公益活动，免费帮助坚
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理发，
为他们解决“头”等大事，让温暖从

“头”开始！

“头”等大事，理发师来帮忙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
来，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在战“疫”一线
昼夜奋战。他们在繁重的工作中连轴
转，往往无暇顾及个人形象，加之受疫
情影响，很多理发店都未开门营业，剪
发这种小事也成了难题。

市中心医院团委书记达蔚介绍，为
了尽快帮一线医护人员解决“理发难”
问题，他立即与市义工联合会会长刘军
风取得了联系，看能否帮忙招募理发
师，为医务工作者爱心义剪。

经刘军风多方联系，最终爱美造型
负责人蒋淋表示，他们愿意参加此次爱
心活动，并组织了一支由 12 名美发师
志愿者组成的爱心义剪团队。“医护人
员每天战斗在抗疫一线，非常辛苦，他
们的精神让人感动。作为手艺人，我们
愿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也是我们的
荣耀。”蒋淋说。

头发剪短了，心情美美哒

理发师眼神专注、动作娴熟，一会
儿功夫，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李佳林
原本蓬乱的头发，就被打理得整整齐
齐，人也精神了许多。

义剪理发师的到来犹如一场及时
雨，为长时间坚守“疫”线无暇理发的
李佳林和同事们送来了温情又实在的
服务。虽然在理发之前，理发师都细
心地跟医护人员沟通，头发留多长，想
要什么发型，但是医护人员心中考虑
的，只有防疫过关和工作方便。李佳
林说，把头发剪短后，无菌帽可以更好
地覆盖头发，这样工作起来更方便了，

还可以更好地做到无菌，“特殊时期，
为理发师点赞”！

“太谢谢这些理发师了，为我解决
了大麻烦，又可以轻装上阵了！”因工作
繁忙已有近两个月没理发的急诊科医
生申超如释重负地说。

为避免人群聚集，爱心义剪团队根
据报名情况，对预约理发的医护人员进
行分组，采取“即刻通知、即刻理发、即
刻离开”的方式提供服务。同时，后勤
人员做好充分的防护措施，理发场所和
理发工具也提前经过消毒，确保理发师
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当天上午，爱心义剪团队共为市中心
医院的20名医护人员解决了“头”等大事。

理发师为市中心医院一线医护人员爱心义剪

“头”等大事 不再“发”愁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

2月27日12时30分，新邵县
人民医院CT室主任曾舫仍在仔
细察看 CT 片。他说，为了确保
结果的准确性，他们实行双人双
签。截至当日，曾舫和他的“战
友”们已连续工作一个多月，共为
4000余人进行CT影像检查。

医学影像科作为新冠肺炎的
“侦察兵”，在这场全民关注的战
“疫”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曾舫说，这是一场遭遇战，把CT
室从医技辅助科室推到了抗疫一
线，同时也让大家认识到了 CT
室工作的重要性和医学影像技师
们职责的神圣。

1 月 23 日，新邵县人民医院
收治了一名发热患者孙某。“当天
晚上 7 时，值班医生彭其恺看到
片子后第一时间告诉我，结合临
床资料，初步确定孙某为疑似新
冠肺炎。那一刻，我有点懵了，因
为新冠肺炎的诊疗指南我们已经
培训了好几次，我相信他的专业
水准。没有想到，疫情来得这么
快。但它真的来了，而且离我们
这么近了！”曾舫回忆称，他赶紧
组织全科讨论分析，并把讨论结
果及时报告给院领导和临床医
生。从那天起，曾舫和 CT 室全
体成员主动取消春节休假，全力
备战疫情防控。

新冠病毒来势汹汹，CT 室
的工作压力陡然剧增。作为科主
任的曾舫，要组织人员培训、合理
规划布局、及时讨论分析……每
天都忙得连轴转。因为肺部CT
是筛查和诊断新冠肺炎的重要手
段，CT 室的工作人员每天和确
诊患者或疑似患者零距离接触，
他们的防护安全是曾舫最关心

的。他及时协调开通医务人员专
用通道，制定发热患者检查流程，
想方设法调配防护用品，叮嘱年
轻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落实
手卫生消毒工作等等。他就像一
个大家长，每天一遍一遍不厌其
烦地叮嘱。

每天早上，曾舫都会早早来
到科室，先到科室转一圈，检查一
下环境及物体表面的消毒处置是
否落实到位，科室防护物品是否
够用，然后向夜班值班人员详细
了解科室动态，再进行集体晨交
班。其他时间，他都盯在第一线，
每一个可疑病例他都亲自审核，
每一个确诊病例他都组织科室讨
论分析。作为新邵县的新冠肺炎
定点收治医院，平均每天要接诊
120 余人次，肺部影像诊断工作
从早到晚无停歇地进行着。

“为避免交叉感染，我们实行
分时段检查，每天上午、下午各安
排一个时段专门为发热患者做检
查。”曾舫说，“这对CT室来说压
力和挑战都不小。”

每天面对近百张肺部 CT，
诊断医生们必须准确而快速地书
写报告，同时标记特殊病例，确保
精准高效地为临床提供影像信
息。在狭小憋闷的空间里，他们
不分昼夜，常常一待就是十几个
小时。曾舫说：“医院在各方面给
我们很大的支持，大家全力以赴、
义无反顾，在这场遭遇战中，我们
的收获大于恐惧。”

近几天，新邵县 5 例已治愈
出院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返回医
院复查，看到他们的 CT 片子炎
症范围已逐渐缩小甚至消失，曾
舫和同事们都感到无比欣慰。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姚罡 肖红梅 刘奕）
2 月28 日上午，随着邵阳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最后一位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37 岁的李女士治愈出
院，在该院治疗的12例新冠肺炎
患者至此已全部治愈出院。

“感谢医护人员尽心尽责的
照顾，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虽然戴着口罩，仍遮挡不
住 出 院 患 者 李 女 士 眉 间 的 笑
意。2 月 10 日，李女士因“发现
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1 天”入住邵
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诊断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通
过给予抗病毒及对症治疗后，
二次核酸检测阴性，复查胸部

CT较前明显好转。
2 月 28 日，经专家组会诊评

估，李女士达到出院标准。患者
出院后，还将继续医学观察2周。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作为全市新冠肺炎的定点治疗医
院，承担了我市部分病例的治疗
工作，先后有12例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该院精心
组织，调集精干力量，并常态化组
织专家会诊，根据每一个病例的
病情变化，动态调整治疗方案，确
保救治科学、高效。

截至目前，该院无一例患者
死亡，无一名医务人员受感染，无
一名来院患者受感染。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12名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一线抗疫群英谱

“疫”路侦察 冲锋在前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孙移新

◀义剪解
决医护人员的

“小烦恼”。

◀
申
开
荣
（
左
）
在
邵
东
市
人
民
医
院
督
查
发
热
门
诊
工
作
。

▲申开荣（左二）在邵东市人民医院检查急诊工作。

◀曾舫
在电脑前认
真阅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