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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之后我自行隔离，每天将体
温上报到村委会。”2月9日，通城县首例
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许先生
说。

走进大坪乡水口村许先生的家，83
岁的老父亲戴着口罩坐在家门口晒太
阳，妻子吴女士在带孙子，许先生在楼
上单独隔离。

为了做好居家隔离，许先生全家动
员，实行分开居住，分餐饮食，形成了人
人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的好习惯。

许先生现年51岁，从事建筑陶瓷销
售。1月21日，他因身体不适、发烧等
症状，被收入通城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1月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

许先生说，一直以来他身体都很
好，感冒都很少有过。父母亲年过八

旬，身体健康，没有家族遗传病史。被
确诊为新冠肺炎，他并没感觉到害怕，
坚信自己能痊愈。

“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悉心照顾让我
充满信心，乡、村书记每天通过视频和电
话安慰，也让我倍感温暖。”许先生说。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许先生病情逐
渐好转。经2月2日和4日两次复查，许
先生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经专家组会诊确定，同意许先生出
院，出院后继续居家隔离两周。

“许先生积极乐观的心态感染了其他
患友，增强了他们治愈的底气和信心。”县
医院感染科隔离病房护士刘敏俐介绍，许
先生住院治疗期间心态非常好，作为首例
病患，他还鼓励后续入院的患友不要害
怕，指导并督促他们每天勤洗手，每晚坚
持泡脚，按时作息、吃药。

通城许先生：

“没感到害怕，坚信能痊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陈婉

编者按：
确诊时的恐惧、失落，治疗中的信心、坚强，痊愈出院的

兴奋、喜悦……截至2月12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

治愈出院病例84例。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各县市区，专访
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希望通过他们的治愈经历，给正在
接受治疗的患者信心和力量。

他们是怎样战胜“疫魔”的

连日来，本报刊发的新
闻报道《对疫情防控工作不
作为不担当的严肃问责 我
市处理党员干部152人》和
《问责之后，他们在干什
么？》，被学习强国、人民网、
环球网和湖北日报等媒体
转载，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疫情是一面考察识别
干部的镜子，既照出慵懒懈
怠，也照出履职尽责。”市纪
委监委干部郑红霞说。从
某种意义上讲，问责疫情防
控工作不力的干部，有助于
凝聚人心，更扎实地推进我
市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对问责处分的党员干部不
抛弃、不放弃，我市在帮助
教育的同时，允许他们“戴
罪立功”，这是把问责的压
力转化为担当的动力，用组
织温暖促进他们在防疫一
线积极履职。

“市委问责疫情防控工
作不力的干部，是对群众生
命健康负责，也是对干部负
责。特别是给那些疫情防
控中抱着敷衍了事心态的
干部敲了一记警钟，让他们
能够更好的为民服务。”通
山县黄沙铺镇大地村党支
部书记邓磊说，在这个非常
时期，不管身处什么岗位，
作为一个党员，一名干部，
心中应该始终装着老百姓，
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沉下
去，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
家的事，才能和他们一起共
度难关。

疫情发生后，温泉办事
处花坛社区书记吕翠红一直
战斗在战“疫”一线。她告诉
记者，当前是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期，是
检验我们党员干部初心和
成色的考验期，要把疫情防
控这场“大考”作为巩固拓
展主题教育成果的重要检
验。被问责后，咸宁绝大部

分党员干部仍奋战在战
“疫”一线，说明这些干部已
经深深认识到了自己工作
中的不足，知耻而后勇，正
在以实际行动去弥补不足。

“最近有些防疫一线的
基层干部因疫情防控不力
受到市委问责，我认为市委
的问责是必要和及时的，因
为他们没有依法履行好疫
情防控职责。”市人大代表
孟劼说。很多被问责干部
没有因自己受处理而气馁，
依然奋战在战“疫”一线，在
维护群众生命健康前坚持

“不退让”，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来弥补犯过的错误，为全
市战“疫”的最后胜利履行
好一名基层普通干部的职
责，充分体现了在疫情面
前，全市人民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的战“疫”精神。

“市委明确对在受处分
期间能切实转变作风，在防
控疫情工作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党员干部，只要符合规
定，完全可以重新安排工
作，甚至予以重用，这个机
制很好！”市政协委员程文
敏建议，对干部问责要体现
治病救人，做到以责督战。
要在依纪依法依规问责的
前提下，区分犯错的原由和
具体情形，不使问责泛化简
单化。要建立健全“容错纠
错”机制，鼓舞战“疫”士
气。要关爱基层一线干部，
为他们“降压减负”，让他们
轻装上阵，有力前行。

网友“乐道”说，对那些
作风扎实，冲在一线，在防
控疫情工作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党员干部，应该记功奖
励、优先提拔重用等方式激
励关爱。受处分的党员干
部要认真检视自己、心无旁
骛、争分夺秒，把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去。

社会各界议问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跟踪报道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
期，我市对一批不作为不担
当的党员干部予以问责，其
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尺度之
严，彰显了我市全面从严治
党的坚定决心，释放了有责
要尽责、失责必问责的强烈
信号，为疫情防控注入了正
能量。社会各界之所以高度
关注，说明此举顺党心，合民
意。

问责，就是追究政府官
员的责任，意即权责对等，
是政治文明的体现。问责
的目的是通过强化责任追
究，约束不作为、整治乱作
为，从而唤醒责任意识、激
发担当精神。

由此可见，此次问责，
是警钟也是鞭策。

是为警钟，就是警醒全
市广大党员干部都要做明
白人，要清楚认识到，作为
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应该担当什么角色，
应该怎样有所作为，应该怎

样体现自己的初心使命。
事实上，病毒不可怕，可怕
的是我们丢掉责任；疫情不
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斗
争的勇气。只要广大党员
干部都能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真正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就
一定能把疫情防控网筑牢
筑实。

是为鞭策，就是告诫那
些受到问责处理的党员干
部，要正确对待组织上的监
督问责，要认识到“严是爱，
宽是害”，并以此为动力，深
刻检视个人思想上、作风
上、能力上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更加发奋努力，切实在
工作一线做出更多的实绩，
在疫情防控的战场上体现
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
爱、对初心使命的坚守。

问责，是警钟也是鞭策
○ 邓昌炉

“医院的医护人员无微不至地照顾
我，不仅在病情上给予了迅速精准的治
疗，而且在生活上、心理上给予了亲人般
的关怀和安慰。真心感谢你们！你们辛
苦了！我相信我们痊愈出院就是给你们
最好的报答！”2月13日，赤壁市治愈患
者任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她写给同济赤壁
医院的感谢信。

2月8日下午，赤壁市首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的2名确诊患者在同济赤
壁医院成功治愈出院，任女士就是其中
之一。医护人员送上鲜花祝贺她们重获
健康。

任女士告诉记者：“我是1月18日
从武汉回赤壁过年，24日吃过年饭感觉
有点不舒服，量体温37.5℃，就自行隔离
起来。但第二天晚上上升到38℃，随后
去医院做CT检查显示异常，28日被确

诊，当时内心十分恐慌。”
为了缓解任女士的恐慌，治疗期间，

同济赤壁医院医护团队对任女士全力进
行救治，对其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任女士回忆道，负责治疗的姚主任
每天定时两次问诊，采取中西结合疗
法，起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说实话，
在这住院的10天里，看不清她们的模
样，但只要听到她们的声音，心里就特
别踏实。

同济赤壁医院隔离二病区主任姚汉
玲说，任女士住院期间，除了药物上的治
疗，我们的护士每天都会对她进行心理
疏导。

终于，经过医护团队的精心诊疗和
护理，任女士病情不断好转，体温恢复正
常，咳嗽等症状也消失，经核酸检测，身
体恢复状况符合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赤壁任女士：

“中西结合疗法，助我恢复健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刘亚琴

“我们要相信政府、相信医护人
员，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早发现、早隔
离、早治疗。”13日，通山县维也纳3好
酒店集中医学观察点内，治愈出院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王女士
（化名）说。

王女士长期在武汉工作，1月 15
日，为探望家中父母而回通山，20日晚
上出现发烧症状，吃药休息后仍未退
烧。她主动前往县人民医院检查，发现
肺部存在阴影并住院。经两次核酸检
测，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特别感谢医护人员，他们无微不
至的照顾给了我鼓励和信心。”王女士
说，刚进病房时，因为对疫情不了解，十
分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父母的情况，
是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耐心疏导给了
她安全感。

住院后，医生及时的和她说明病
情，以及疫情的情况，让她消除了内心

的不安。
“他们真的很辛苦，特别感谢他

们。”王女士说，她的治疗、生活起居、心
理疏导全由医护人员负责。

“虽然看不见他们的脸，但我能感
受到‘医者为民’。”王女士说，医护人员
始终将患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

“后面我一点都不担心了。”王女士
说，通过手机上网了解到，许多患者在
家都可治愈，而她有医生的专业治疗更
没问题。

“我觉得我很幸运。”王女士说，幸
亏她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不仅没有
传染他人，也让自己得到专业的治疗而
痊愈。

“理性、乐观，做好防护，疫情并不
可怕，不要过度恐慌。”治愈出院隔离期
间，亲朋好友致电询问时，王女士总是
这样回答。

通山王女士：

“疫情并不可怕，不要过度恐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通讯员 谭崇飞

“是你们让我重燃希望，坚定了战
胜病魔的信心！”2月9日，在市第一人
民医院，余先生无比激动地向该院感染
科全体医护人员致谢。

大年初一，余先生因身体不适入
院，很快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那时候，一想到自己还有可能传染给
家中亲人，身体的难受加上对未知的恐惧，
让我非常绝望，连续两三天都吃不下一口
饭。”回忆初入病房的状态，余先生说。

发觉余先生的心理状态后，管床医生
告诉他：“你不过是轻症患者，是最简单最
易治愈的那一类，只需要保持良好心情，
吃饱吃好，有充足免疫力，就能够恢复。”

余先生介绍，在隔离病区，护士们
的照料无微不至，每天早上6：30测量体

温和血氧，7：00吃早餐，9：00左右开始
打针……医护人员的操作也都是按照
标准化流程进行，生活也非常规律，看
到大家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病友们
也逐渐有了更多交流，开始相互鼓励，
希望就在眼前。

经过15天的治疗，余先生出院。在
如今的他看来，生活中处处都是正能
量。政府的措施十分到位，在确诊的第
一时间就对其家人进行集中隔离，各部
门衔接有序，尽力满足他家人的需求。

“医护人员舍小家，顾大家，奋战一
线，才有了我如期出院”。余先生说，我
深深感觉到国家的强大和对人民的关
爱，生活在社会主义伟大的中国是件多
么幸福的事。

咸安余先生：

“病友相互鼓励，希望就在眼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谨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李琳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看到了
生命的珍贵与脆弱，更让我感受到了人
间大爱！我想感谢他们，可连他们叫什
么名字、长什么样都不知道……”10日
晚，崇阳县桃溪大道汇成酒店里，“房客”
佘先生感慨。

2月9日，崇阳县首批6名确诊病例
已经治愈，可正式出院，佘先生便是其中
之一。但按照该县防控指挥部安排，这
6人出院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住进
了被该县征用的汇成酒店，继续集中留
观14天。

佘先生今年48岁，年轻时当过兵，
前些年在武汉白沙洲附近开了一家彩票
店。1月21日，他从武汉回到崇阳老家
过年，谁料却突发高烧，浑身乏力。第二

天去医院检查时，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随后，便在该县人民医
院进行隔离救治，接着，跟他有密切接触
的妻子、儿子、女儿、母亲以及1名好友，
也被安排到指定隔离点进行医学留观
14天。

经过医护人员十多天的精心治疗和
亲人般的护理，2月9日，佘先生顺利康
复。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与他亲密接
触的家人、朋友，也都未出现异常状况，
安全度过了14天的观察期。

佘先生说，“这场难忘的经历，也让
我知道，为了让我们过上正常的生活，有
那么多的人在背后负重前行，我永生难
忘，今后也会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生
活，努力回报社会！”

崇阳佘先生：

“感恩医务工作者，替我们负重前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从无助恐惧到坚定信心，从焦虑不
安到满怀喜悦……日前，全市首例治愈
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漆先生，讲述了自
己的经历和心声：只要心怀希望，定能迎
来春天。

1月17日下午，漆先生自武汉返回
进入嘉鱼县人民医院就诊。

17日当晚入院、18日在血常规和
肺部CT检查后住进隔离病房的漆先
生，经过市县专家组会诊，于23日被确
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成为该
院也是嘉鱼县收治的第一例新冠肺炎
患者。

突如其来的遭遇，毫无预兆的感染，
加之对疫情一知半解，这次确诊，使漆先
生一下陷入噩梦般的境地。

“深深地感觉到恐惧。”漆先生说，平
时体质很好即便确诊，自己还不敢相信
受了感染，“想到还有老人，还有小孩，他
们怎么办？”

确诊后的漆先生，得到了精心的治
疗和照料。这期间，专业的救治、暖心的
关怀，对疫情的科学认知，还有全社会共
抗疫情的热潮，一点点融解着他心中的
恐惧，为他送来信心与坚强。

放下包袱、坚定信心的漆先生，陆续
收到好消息。

“入院的第三天，医生告诉我体温降
到了正常水平并且没再反复，症状也有
所减轻。”漆先生说，1月28日、29日，他
连续两次接受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结
果均呈阴性。

31日，经咸宁市、嘉鱼县专家组评
估，漆先生被准予出院，继续隔离两
周。

“得知这个消息，大家都替我高兴。
这一刻，我感觉像是梦做完了，终于醒
了。”1月31日下午，漆先生登上了送他
回家的120救护车，成为全市首例治愈
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嘉鱼漆先生：

“只要心怀希望，定能迎来春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通讯员 皮道琦

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

坚决落实集中隔离救治管理各项措施

坚定信心 万众一心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