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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灿的奖章 沉甸甸的责任
—— 专访我市全国抗疫英模

记者：作为疫情防控一线主力军，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你们是如何投入到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
钟平：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我们第一时间召开党总支党员大会，
第一时间成立了应急处置机动队，第一时
间组建了采样、检验、流调、消杀、宣教、保

障、综合协调等 7 个专班，全面开展疫情
应对工作。
市疾控中心在疫情期间先后形成流
调报告 1500 余份，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
者 15000 余人，落实高效精准检测 39000
余份样品，
撰写 130 余期疫情分析报告，
为
咸宁市在 3 月 17 日实现确认病例和疑似
病例率先在全省清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务
“公共卫生”这篇文章？
钟平：首先，我们将在全中心、全疾控
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
以伟大的抗疫精神指引今
后的疾病预防控制各项工作，
不断提升采样
检测、流调消杀、健康教育等专业能力，更
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其次，要继续以问题为导向，抓紧时
间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加快疾控体系
项目建设，努力提升疾控现代化水平，提
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
水平，
构筑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第三，
要以
“健康咸宁”
为抓手，
全面推
进“十五大”行动，提升老百姓的健康素
养。当前，
我们正在积极准备，
扎实开展应
对秋冬季可能发生的新冠疫情相关工作。

涂 平：不忘初心勇担当
▲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涂平

记者：抗疫中，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是怎么样开展防控工作的？
涂平：疫情期间，我们医院主要做了
五方面的工作。一是快速将综合医院转
换为定点医院。1 月 25 日，大年初一，医
院被确定为定点救治医院，接到任务后，
仅用 3 天时间完成病房的改造和消杀工
作，边改造边接收入院病人。整个疫情期

间，我院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不落一
人。二是精心救治患者。疫情期间，发热
门诊共接诊 2304 人次，收治入院 352 人
次，其中确诊病例 223 例，治愈确诊病例
220 例，治愈率 98.7%，病亡率 1.3%，位于
全省前列。三是扎实做好院感防控工
作。我们把院感防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采取过硬的举措防止院内感染，实现了医

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四是排查、筛查了
一批特殊群体。对于诸如福利院、隔离点
等特殊场所的特殊群体进行 CT 排查、筛
查，共排查 1482 人次。五是跟踪管理治
愈出院患者，切实做好出院患者定期复诊
复检工作。
记者：此次进京受表彰有什么让您印
象深刻的事情?
涂平：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两件。第一
个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和奖章，四位获奖
者均是医务工作者。这让我深深地感受
到了党和国家对于医务人员的高度肯
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说的每句话仍
言犹在耳。
第二则是感受到了整个首都人民的

热情。下榻宾馆的服务人员曾多次对我
们表示感谢，说“感谢湖北人民为全国做
出了重要贡献”，这也让我感受到了人民
群众对于湖北人民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记者：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后，谈谈医院下一步工作的愿景？
涂平：这次受表彰后，大家的精神面
貌发生变化，全院上下精神振奋，干事创
业的精气神更足。成绩和荣誉属于过去，
我们将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
续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为做好疫情防控常
态化工作，
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面胜利
贡献力量。同时，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
的斗志投入到医院建设和发展中去，不断
提高医院管理水平，提升综合医疗服务能
力，
努力开创医院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朱 俊：永远冲在最前面
▲

市中心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主任朱俊

记者：朱主任好，在疫情期间，您是如
何坚守的？
朱俊：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我带领同事奋战在医院感染科三个病
区，从接诊第一名疑似患者至最后一名确
诊的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一直坚守岗
位。我在现有诊疗方案的基础上，多次同
省级医院专家远程沟通交流，制定特色个

性化治疗方案，同时积极邀请中医专家王
维武教授指导救治，全病区实施中西医结
合治疗，在本院和云南心理专家共同帮助
下，解决了患者的心理障碍，缩短了住院
时间，
治愈率高达 98%。
记者：那您在抗疫一线，最难忘的事
情是什么？
朱俊：感染科医护人员 19 名，大多是

80 后、90 后，从收治第一例疑似新冠肺炎
患者开始，感染科全体医护人员同兄弟科
室增援的精英们，义无反顾投入到一线战
斗中，组建团队的第一天，我曾对这支团
队的医护人员说：
“ 你们是非常勇敢的勇
士，可是要做好进来了就出不去的准备！”
这句话，
同样也是说给我自己的。
记者：
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
有什么感受？
朱俊：特别激动！这次获奖不是我一
个人的荣誉，
它应该属于同舟共济、
并肩战
斗的全体医护团队。那天在人民大会堂，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倍
感鼓舞；看到奋战的一线的各行各业的先
进代表，
我深深感受到，
打赢抗疫这场人民
战争，是全国上下凝心聚力共同奋战的结

果。
记者：作为感染科主任，您觉得接下
来您的工作重心在哪里？
朱俊：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传染
病临床、科研、教学工作，经历过非典、甲
流、禽流感等多次传染性疾病救治，有着
丰富临床工作经验。从走上工作岗位起，
我便深知一个感染科医生所面临的风险
和肩上的使命，特别是经历参与 2003 年
非典疫情防控，使我深知在每一次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前，感染科医生必定要做冲在
最前面的人。我是去年担任咸宁市感染
病协会的主委，所以我要带动我们全市的
感染性疾病科的学科带头人，带着“抗疫
精神”，继续投身到工作中，不断跟进业
务，做好本职工作，保一方平安。

王雪静：履职尽责保健康
▲

市中心医院感染管理
办公室主任王雪静

记者：王主任，在抗疫中您主要负责
什么工作？
王雪静：提到院感工作，许多人或许
会感到陌生。疫情期间，院感工作起到一
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防控，确保患
者、医务人员安全，不发生院内感染。全
市未出现医护人员及患者院内感染，离不
开各医疗机构院感人员的辛勤付出。

我作为市中心医院院感办主任，指导
各项流程制度的制定，现场查看环境布局
的设置，规范进行医务人员培训，指导医
务人员规范穿脱防护用品并督导各项消
毒隔离措施落实。
除了本院的工作，我作为市防控专家
组的一员，指导全市 10 余家定点收治医
院的隔离病房改建，对 30 余家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进行了百余场培训、指导、督查。
记者：
进京受表彰有什么感受？
王雪静：我只想着干好本职工作，履
行工作职责，从没有想到过会当选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能够当选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并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此次进京接受表彰，整个活动组织安
排，给予的各项礼遇，让我深深感受到党
和国家对我们基层工作者的爱护。
还让我感受深刻的是，在同行的先进
个人中可以看到来自各行各业、最基层，
甚至是身体残疾的人，他们的事迹让我深
感自己做的工作真的微不足道。我要学
习他们舍生忘死、不计得失的精神。

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并肩作战的市中
心医院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记者：作为院感办主任，您觉得如何
带头，
接下来工作重心在哪里？
王雪静：院感办与其说是一个职能
部门，更多的应该是跟专业相关的指导
部门，所以专业技能的提升至关重要。
我作为科室带头人，要进一步提升自身
专业技能。
这是荣誉，更是激励，激励我继续弘
扬“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
科学、命运与共”伟大抗疫精神，回归本职
岗位，踏实工作，认真履行职能，进一步提
升院感工作质量，同时发挥市中心医院的
指导作用，为全市各医疗机构院感工作提
供帮助，
为全市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徐武敏：重新出发建新功
▲

通山县人民医院内
五科主任徐武敏

记者：疫情下，您如何投入到防控工
作？
徐武敏：疫情发生后，我与战友们日
夜坚守在一线，开展集中筛查、研判、诊
断。我担负着医院里所有门诊病人的诊
断、收治工作，要进入隔离病房查房，和专
家组成员讨论会诊，要救治病重患者，还

要为通山其他医院的可疑病人进行会
诊。常常一忙就到深夜两三点，躺下休息
三个小时后又爬起来工作。
每天，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为避免
患病者进入危重状态，我带着呼吸机进入
病房，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抚和治疗。在我
和战友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通山县新冠

肺炎治愈率 100%，0 死亡，医务人员 0 感
染。
记者:谈谈在北京接受表彰的感受?
徐武敏：此次能够当选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人生第一次来到人民
大会堂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倍感
荣幸和振奋，至今内心仍热血沸腾。
人民大会堂里，我们咸宁、湖北团坐
在会场坐席的正中间，总书记向我们湖北
团这边点头微笑，向我们挥手致意，当时
我瞬间激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我们
的肯定，我心里是非常暖的。这无上的荣
誉属于我和我的战友们，更属于无数奋斗
在抗疫一线的抗疫工作者和幕后英雄们。

记者：下一步，您准备怎么干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
徐武敏：十年前，我被湖北省委组织
部选拔为湖北省第五批援疆工作队援疆
医生支援新疆一年半，因表现突出获评
“援疆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十年后，我坚
守抗疫一线，勇担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有
欣喜，
更有使命。
奖章亮闪闪，责任沉甸甸。总书记
关于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最新论述我会永远谨记在心。
我将以此为起点、为号角，立足本职工
作，再接再厉，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
的使命任务，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自己
的贡献。

崇阳县
天城镇党委委
员罗浩

▲

▲

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钟平

记者：此次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钟平：这份荣誉属于全市疾控系统全
体工作者。我作为市疾控中心党总支书
记，代表出席了全国表彰大会接受表彰，
个人非常激动，
深受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用十二个字凝炼了中
国人的伟大抗疫精神：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这就
是中国抗疫
“为什么能”的秘诀所在。
在习近平总书记9743字的讲话中，
提
及
“预防”
“
、公共卫生”
及
“疾控工作人员”
共
有8处。这让我们倍感责任重大，
将鞭策我
们继续做好
“健康湖北建设的主力军”
。
记者：荣誉属于过去，新的征途又将
开始，下一步，市疾控中心将如何做好服

罗浩：换个战场去战斗

记者：抗疫期间您负责什么工作？有什么事情印象深
刻？
罗浩：运送需要隔离人员、接送出院患者、接送回咸老
乡，疫情比较吃紧的时候，我主要是做这些，其实算不上什
么，疫情期间大家都背负了不少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无比期
盼着疫情赶紧结束，生活能恢复正常。
我还记得 4 月 18 号我转运了最后一名隔离人员，他是
崇阳的最后一名病例，出院在酒店观察一切正常之后，要将
他送回老家。40 分钟的车程，我觉得比往常过得更快，将
他送到家后，我心中自疫情以来一直悬的大石头总算是放
下了。
记者：这次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并进
京接受表彰，有什么感受？
罗浩：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种心情。其实我只是做了
一名基层工作者应该做的，但党和政府却给了我这么多的
荣誉和待遇。我从来没想过能有这种殊荣，几个月前，我还
只是一名在基层岗位上默默负责转运的工作人员，经历了
被嘉奖，被火线提拔，被评为抗疫先进，一直到授予嘉奖，我
觉得我是个无比幸运的人。
记者：您认为自己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奖项？
罗浩：我觉得我只是广大基层干部职工的一个缩影，当
时镇上有很多党员干部都挺在一线，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
家乡群众的健康安全出一份力，我幸运被选中，代表他们来
接受嘉奖。这是领导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国家对基层干
部职工工作的肯定。
记者：现在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您认为如何能将这
份抗疫精神弘扬下去？
罗浩：结束转运工作之后，我开始接手天城镇应急管理
和军人事务的相关工作，这对我来说既是较大的转变，也是
更重的责任。我所负责的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等，件件都不
是小事，时时需要绷紧这根弦，对待疫情的态度在现在的岗
位依旧适用，我觉得我就是换了个场地进行战斗。国家和
政府对我的肯定，是鼓励也是督促，我也会更加努力地工
作，将这份责任和担当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更加兢兢
业业地为百姓们办实事，
做好事。

江汉：为民服务护安宁
市公安
局特巡警支队
一大队二中队
中队长江汉

▲

钟 平：争当防控主力军

记者：江队长您好，回忆这次不寻常的“战斗”，是不是
感触特别深？
江汉：不夸张的说，想起之前工作的场景，都历历在
目。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句话，不仅仅是口
号，也是我们特警队员们实打实的行动。
年初的时候，接到单位统一命令。大家没人说一个不
字，连换洗衣服都没带，直接奔赴咸安区太乙温泉发热病人
隔离点，这也是咸宁市城区第一个集中留观点。太乙也是
疫情后期撤离最晚的隔离点之一，大家差不多一直驻守到
4 月中下旬。
说实话，当时同事们都没想这么多，大家唯一想的，就
是这里是疫情防控的一个重要战场。大家要铸成一道坚实
防线，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绝不让病毒有一丝可
乘之机。
记者：拿到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这个“沉甸
甸”的国家荣誉，您是不是很激动？
江汉：此次能够当选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并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
荣幸和振奋，内心热血沸腾。我们真切体会到，整个湖北团
的成员都受到了领导还有广大群众的关心和欢迎，大家心
里都特别暖。
这无上的荣誉属于同舟共济、并肩战斗的全警战友们，
感恩组织和人民的培养，我将慎终如始、持续攻坚，时刻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全心全意为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作，坚决完成党和
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记者：特警的工作比较特殊，是不是感觉肩上的担子更
重了？
江汉：身为特警，我经历过很多次严峻考验。不管“战
场”在哪里，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保
卫人民群众的平安。不管什么时候，大家都会牢固树立大
局意识，坚持为民服务的思想，忠实践行
“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全力奋战在打击犯罪、维
护稳定、服务群众第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警察忠于
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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