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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人民医院调
“兵”遣
“将”

筑牢疫情防控
“铜墙铁壁”
本 报 讯（记 者 夏 咸 芳 通 讯 员 李
琳）
“我们是医生，
防控疫情对我们来说，
既是责任又是使命，我们必须站在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随着元旦、春节的相继
到来，
为防患于未然，
市第一人民医院将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
调派院内
“精英”
，
长期驻守疫情防控
“哨
点”
——发热门诊，
用严防死守的方式筑
牢
“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
的严密防线，
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在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该院在全
院征召发热门诊固定值守人员，最终确
定四名医生作为发热门诊常驻医生，参
与疫情防控“哨点”工作，成为离病毒最
近的人。其中，章胜洋、顾金霞两位高
年资医生从去年年初疫情开始就在发
热门诊工作，一直到疫情结束后仍在坚
守岗位，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抗疫经验。
“我们医院发热门诊是 24 小时值
班，分三班倒，为了节约有限的防控资
源，降低感染的风险，医护人员从接班
到下班，期间尽量待在诊断室里。为了
防护需要经常会错过餐点。”在发热门
诊值守的医生雷孟娇告诉记者，虽然工
作很辛苦，但每当看到忐忑不安的发热
患者得到及时、科学、规范诊疗后露出
如释重负的笑脸，就感觉自己所做的一

切都是值得的。
据悉，目前，市第一人民
医院发热门诊仍继续严格执
行三区两通道等隔离原则，
工作人员仍保持一级+的防
护 措 施 ，包 括 一 次 性 帽 子 ，
N95 口罩，隔离衣，鞋套，面
屏，手套等。医院各诊室每
天紫外线和酒精消毒，医护
人员严格执行手卫生，随时
更新国内疫情高、中风险区
相关信息，严格执行血常规，
血清抗体，咽拭子核酸、胸部
CT 等四项检查，按照最新新冠诊断指
南进行诊断，及时正确地进行患者分
流。不仅如此，该院还要求，全院员工
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切实提高疫情防控工作责任感和使命
感，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关于
疫情防控的最新决策和部署；各科室特
别是预检分诊、急诊科、发热门诊、呼吸
科等要从严从紧从实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在“两节”期间要全力保障安全生
产、应急值守工作，打起十二分精神，筑
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要强化预检
分诊人员防控意识，规范防护行为，提

高预检分诊能力，做好 24 小时值守，盯
紧境外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麻
痹，不松懈，提高警惕抓好医院疫情防
控工作的第一道关卡；要加强院感防控
管理和督导，强化医院重点部位疫情防
控，医务人员要做好标准化防护，医院
疫情防控督察组要定期巡查，对发现问
题持续追踪，确保每一项整改措施落实
到位，及时堵住各种漏洞，有效防范化
解风险隐患，杜绝院内感染；要加强医
疗管理和核酸检测工作，严格落实医院
制定的陪护探视制度，就医时保持安全
距离，做好环境消毒工作，确保全院职
工、患者及家属平安祥和度过
“两节”。

湖北中医药大学领导来市中心医院

调研省
“博士服务团”基层服务工作
本 报 讯（记 者 夏 咸 芳 通 讯 员 王
彪）1 月 5 日上午，湖北中医药大学党委
副书记李水清、党委常委张子龙一行来
市中心医院调研湖北省第九批“博士服
务团”
基层服务工作，
看望慰问博士团成
员、
湖北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李佳博士。
李水清、张子龙一行首先详细了解
了市中心医院的建设发展情况和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同时对咸宁
市委组织部、咸宁团市委和咸宁市中心
医院在李佳博士服务工作生活期间所给
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认为
青年博士下基层挂职锻炼既是组织的需
要，
也是个人培养的需要，
要求李佳博士
在挂职期间，
珍惜机会，
充分发挥专业特
长和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医院的医教研
提升，
虚心向当地学习，
向医务工作者学
习，不断提升自己，服务社会，为咸宁医
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多做贡献。
在随后的调研会上，
咸宁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朱云波向与会来宾介绍了省
“博士

服务团”
来咸工作情况。对6名青年博士在
基层一线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对
李佳博士发挥自身优势，
为基层群众带来
优质医疗服务予以充分肯定。朱云波指
出，
要继续与湖北中医药大学加强交流合
作，
进一步做好博士团基层服务工作，
加大
与博士团成员的交流，
充分发挥好专家人
才的
“智囊团”
作用，
做好全方位的服务。
咸宁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郑波、院
长郭东生对李水清一行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并对李佳博士在医院挂职期
间，为医院临床、教学和科研活动等方
面所做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表示医
院下一步将严格按照市委组织部、团市
委的要求，在竭力做好管理、培养、服务
工作的同时，为李佳博士开展工作保驾
护航，同时也希望今后能与湖北中医药
大学开展更深层次的校院合作交流。
据悉，
李佳博士在咸宁市中心医院挂
职期间担任该院副院长，
主要协助市中心
医院副院长刘启胜管理医院医疗工作，
并

以宣传中医药文化为重任。短短四个月
的时间，
组织开展了3场博士团义诊、
2次
科研专题培训会、接诊患者 300 余例，
进
行会诊和疑难病例讨论20余次，
参与科普
讲座2次，
开展了三九贴、
穴位注射、
火针
等系列新业务。同时，
为了推动医院科研
工作，
他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开展高水平临床研究；
此外，
他还积极筹备湖北中医药大学王华教授
岐黄学者工作室建室工作。湖北日报、
咸
宁日报、
香城都市报等多个媒体对李佳博
士服务期间的先进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
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现有职工 500 人，其中正高职称 29
人，
副高职称 65 人；
博士 27 人，
硕士 52 人；
二级教授 4 人，
三级教授 4 人；
国务院津贴专家 1 人，
省政府津贴专家 5
人，
楚天学者和彩虹学者 4 人，
开放病床 650 张。开设有
内科、
外科、
妇产科、
儿科、
精神科、
老年科、
心理科、
中医康
复科、
感染性疾病科、
肿瘤科、
五官科、
皮肤科、
体检中心、
检验科、
病理科、
放射科、
超声科、
机能科等临床医技科室；
购置有磁共振（MRI）、
CT、
彩超、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DR
机、
数字胃肠机等一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医院秉承
“科教创院、
人才强院、
特色兴院”
的办院理
念和
“为病人谋福利、
为咸宁添活力”
的服务理念，
全心全
意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

医院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马柏大道 168 号（东门）、
茶花路 58 号（西门）
健康热线：
0715—810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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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心衰中心 2020 年
第 1 至 3 季度
各项指标综合排名出炉

我市中心医院
心衰中心跻身前列
本报讯（记者 夏咸芳 通
讯员 王彪）日前，在湖北省
心衰中心联盟质控暨年终线
上总结会上，湖北省心衰中
心 2020 年 第 1 至 3 季 度 各
项指标综合排名出炉，我市
中心医院心衰中心跻身全省
及全国心衰中心排名前列。
据该院心衰中心负责人
介绍，我国成年人心衰患病
率为 0.9%，这也意味着我国
有超 1000 万的心衰患者，随
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和
冠心病、高血压、瓣膜性心脏
病和糖尿病等高危人群的增
加 ，心 衰 的 危 害 也 日 益 显
著。心衰也是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的重要原因，给个人
家庭及社会增加经济负担重
要原因之一。心衰中心通过
“规范心衰诊治，让每一位心
衰患者均能接受最恰当的治
疗，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衰再
住院率和死亡率”为目标，通
过组建多学科管理团队，推
行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模
式，实施以心衰指南为依据
的规范化诊疗和患者长期随
访管理，提高心衰的整体诊
治水平。其中，市中心医院
心衰中心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正式通过国家标准版心衰
中心认证，成为咸宁市首家
标准版心衰中心认证单位。
在湖北省心衰中心 2020 年
第 1 至 3 季度各项指标综合
排名中，第一季度市中心医
院心衰中心在湖北省内排名
第 2 位，全国排名 48 位；第
二季度该院心衰中心在全省
排名第 3 位，全国排名第 40
位；第 3 季度，市中心医院心
衰中心在全省排名第 1 位，
全国排名第 1 位。该院心衰
中心跻身全省及全国心衰中
心排名前列。通过组建多学
科管理团队，配备心衰门诊
和病房，完善心衰质量管理
体系，发挥医院在心血管疾
病诊治的技术优势和慢病管
理优势，实施以心衰指南为
依据的规范化诊疗，推动患
者长期随访，为心衰患者谋
福祉。

关爱“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大型公益活动
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外科学教研室/第二附属医院
骨科（高校直属附属医院）、联合康复疼痛科，
应用先进的微创
椎间孔镜技术、
现代康复手段，
以精湛的技术、
低廉的价格治疗
椎间盘突出症。微创内镜技术是国际上广泛开展以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划时代技术革命，
我院发挥高校在医学科研、临
床上的创新优势，
由医学博士、教授亲自操作、微创精准定位；
毫米级介入；
术后即刻除痛。目前已治愈大量病患，
居市内先
进水平。为了使这项技术更好造福民众，
湖北科技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联合香城都市报社，
共同举办关爱
“椎间盘突出”
患者公
益活动。对 50 名特困患者椎间孔镜手术费一次性减免 8000
元，
对参加活动的其他患者椎间孔镜手术费优惠 50%。
爱与公益同在，
健康伴您同行
活动时间：
2020 年 11 月 1 日—2021 年 5 月 1 日
咨询电话：
8102562 8102563
地址：
湖北科技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温泉茶花路 58 号（高
德地图、
百度地图搜索 湖北科技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门诊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