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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一心 共同抗“疫”
上级领导莅临我院检查指导新冠肺炎防治工作

上级领导为我院出征湖北医护人员送行

她和门诊姐妹们始终坚守在一线
时光中会不会有永恒的感动？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答案。有这样一名

护士，她没有创造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但她用青春书写着生命的感动，
她将朴素的笑容藏在了厚厚的口罩下，为患者增加了信心和勇气，她就是
门诊办的主管护师刘宁。

2020 年的春节是一个不平凡的春节，由于主任病休，她临危受命，又赶
上疫情，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时刻，她顶住了压力，做好预检分诊及
发热门诊的工作调度及人员的工作安排，她冲到了的第一线，使门诊的护
士姐妹们又有了主心骨，在抗争病毒的同时，做好保护护士的安全防护，她
的“日历”里从来没有节假日，没有白天和黑夜。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她几乎每天都在预检分诊接待患者，有的患者年纪太

大，需要轮椅，她就帮忙送病人；有的患者着急抱怨，她就耐心的解释；有的
患者害怕，她就耐心地帮助他，给他讲解相关防护知识，让患者安心……她
的微信步数总是在前几名，一天说话说得口干舌燥，但因为防护需要，她几
乎喝不了几口水。

而作为母亲、妻子、女儿，刘宁对亲人有着太多的愧疚，为了心中挚爱
的护理事业，为了战胜疫情，刘宁在奉献中坚守着一份神圣责任。

这些只是我院部分工作人员的缩影，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医生护士，
依然继续坚守着。有了他们不惧风险的守护，患者才感到安心；有了他们舍
小家为大家的付出，才让我们看到战胜疫情的决心和希望。相信在我们的
共同努力下，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致敬！奋战在疫情阻击一线的德州市立医院人

挂帅出征 初心不改
2020 年 1 月 22 日，一个不平静的早晨，我院发热门诊接诊

了一例与外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密切接触人员。发
热门诊人员迅速反应，层层上报，王勤山副院长作为全院医疗
救治专家组组长，沉着冷静，果断决策，马上组织专家组成员会
诊，通知医务科迅速反应，启动应急预案，调配医疗资源，上报
区卫健局和疾控部门。

当天早上，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污染区、潜在污
染区、清洁区合格！隔离观察室合格！多次会诊检查后，王勤山
副院长把病人安排到隔离观察室，待病人情绪稳定后自己才安
心，此时已是深夜。王勤山说：“只有我自己冲在前面，才会消除
其他医务人员的顾虑，才会有人跟上来。”

每天早上，到发热门诊和预检分诊成了王勤山来院的第一
件事，经常是在那里一待就是大半天，顾不上喝一口水。作为分

管院长，王勤山还负责医院护理、院感和设备物资的调配管理。疫情发生后，王勤山立即组织了
医院的医务、院感及呼吸内科专家对全院重点科室的医务人员进行防治工作的培训。每一次疑
难病人的会诊，王勤山总是能最先到达现场，认真听取每位专家的意见，综合分析，作出下一步
救治部署。王勤山还经常进入隔离观察室，与患者交流，打消其紧张顾虑情绪，以达到治疗的最
佳效果。

奋战在防控前线的逆行者
郭伟同志作为医务（公共卫生）科长，在德州全面疫情工

作展开之时，严格落实医院党委班子的防控部署，1 月 20 日
下午，根据德城区卫健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诊疗和防控工作的通知》（德城卫应急函〔2020〕1 号）文件要
求，郭伟起草了《德州市立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
工作方案》，同时组织成立医疗救治、感染控制、消毒消杀、
120 转运、疫情上报、健康宣教、物资保障等小组，层层落实，
压实责任，全面部署医院防控工作。同时配合各级部门，按时
完成每天的上报工作，从大年二十七开始，每天凌晨 2 点之
前都无法休息。

为提高全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传染病工
作开展的效率及质量，郭伟牵头组织了全院新型冠状病毒性
肺炎知识培训会，抽调院感、呼吸专家围绕近期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重点讲解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

情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以及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有效提高了全院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传染病工作开展的效率及质量。

郭伟同志每天穿着隔离衣、深入发热门诊，及时听取门诊医生的病情汇报，讨论病情，坐镇
一线，协调专家会诊，冷静、睿智、专业地指挥处理每一个细节流程。

面对压力 尽职尽责
段凤玲是我院院感科主任，疫情发生后，她每天都要工

作到深夜。她带领院感科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梳理培训的
课件，对全院重点部门如预检分诊、发热门诊、呼吸内科、
ICU、急诊、门诊办的医护人员进行新冠肺炎专题培训，从病
毒的传播途径讲解相关的隔离措施，提醒大家一定早发现、
早隔离、早报告。同时，把距离、通风、手卫生、戴口罩、环境物
表的清洁和消毒、戴手套等防控点一一说明；根据诊疗的地
点，详细讲了一级防护、二级防护、额外防护的措施以及正确
的穿戴顺序；患者的管理，疑似、确诊的患者安置，正确转运；
医疗废物的管理；病例的监测、流调、标本的采集。

除了这些琐碎细致的工作外，她还参加全国视频会议，
深刻领会相关专家对防控技术指南的解读，第一时间在医院
中层群积极传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印发的医疗机

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的通知，要求全体医护人员要积极落实
院感的基础防控措施，并把医院的防控重点编辑成 5 条文字进行传达。

合理使用医用防护用品，制定医院的防护用品及消毒用品使用制度、领用记录、重要防护
用品的交接制度，切实做好新冠肺炎防控中的个人防护工作和医院消毒产品的管理和保障。

晚上 12 点，段凤玲还在加班，陪同医院接诊的疑似患者进行影像学检查，对现场医务人
员的隔离、影像科医务人员的防控措施、空气消毒进行指导，这已经是段凤玲主任的常规工作
状态了。近期，她又被抽调到集中隔离点进行防控指导，疫情当前，只要有需要她的地方，都能
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疫”不容辞
打响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第一战

农历腊月二十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破了我院呼吸
内科主任王桂华春节假期阖家团聚的计划，医院接诊一例外
地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作为呼吸内科专家，她
果断退掉了车票，第一时间到达发热门诊，亲自给发热患者
查体、询问病史及接触史。她全天、全程监护病人，观察病情
变化，完善相关检查，同时协助区疾控中心完成相关标本采
集，及时将患者情况对院领导做出汇报。

为避免防护服浪费，怕遗漏病情观察，王桂华中午不吃
不喝不上厕所，一直监测至病人病情稳定，坚持到晚上八点，
下班后仍电话与值班医师沟通，了解患者病情，协助年轻医
师诊治。次日晚上 12 点病人再次出现病情变化，她立即赶往

隔离观察室，给予全身查体并协助护士将患者转运到影像科补充完善相关检查，指导值班医
生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待病人病情平稳，东方已露白，为保障患者安全，一夜未合眼的她继
续奋战在疫情最前线。

大年初一查房、接诊患者，忙了一上午班的她，顾不上午饭又紧急参加区卫健局电视电
话会议，会议结束后再次返回病房并带头落实会议精神，完善临床诊治工作。她在看诊患者
之后，为了让发热门诊接诊流程更加优化，降低医务人员感染的风险。她又加班加点协助医
务科完成我院发热门诊诊疗流程，为医务人员筑起一道防护墙的同时让病人得到有效救治。

抗击疫情的白衣战士
赵鑫作为一名从医 20 余年的医务工作者，他时刻关注武

汉疫情的发展，积极学习有关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相关
知识，时刻准备着与新型冠状病毒“战斗”，保卫德州百姓的健
康。面对疫情，他选择迎难而上，冲锋在前，义无反顾的写下请
战书，当他听到“不计报酬，不论生死”的宣言时，心潮澎
湃—————这正是作为一名 20 余年医务工作者的心声。

自从 1 月 20 日在德城区卫健局开完“有关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的防治工作”的视频会议后，他详细的学习了第一
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并在第二天在全院
召开的“有关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防治工作”上详细的讲
解了第一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使大家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有了初步了解，为以后的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医院的发热病人逐渐增多，他积极的投入到发

热病人的诊治工作中，耐心地为每一位病人诊治，疏导心理，始终坚守在一线岗位上。
1 月 27 日凌晨有一名发热病人来院就诊，接到通知后他立刻赶到发热门诊，全程陪同病人

做胸部 CT 等检查，之后制定治疗方案，一直到病人进入隔离观察室接受治疗，第二天他又按时
上班，开始一天的工作。自从疫情到来后，他多次参与德城区卫健局及医院有关此次疫情的防控
工作会议，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二、三、四版全面学习掌握。发热门诊坐
诊、发热病人会诊、专家门诊、病房查房，每天都在紧张工作，精神高度集中。家人担心他的身体，
但他无怨无悔，因为病人需要他，他就会坚守下去。

主动请缨 奋战疫情最前线
医院接到疫情防治任务后，马博和她的同事们签下请战书

“若有战，召必来，战必胜”，主动请缨到发热门诊的一线，负责本
次抗击疫情的工作。院领导考虑到她拥有丰富的传染病防治经
验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便批准了她的请求。家人也对她的工
作非常理解和支持。

密切接触患者刚入院时心情十分焦虑、恐惧，她不畏病毒感
染风险，始终守护在患者身边，积极做好心理护理，帮助疏导紧
张情绪，直至解除隔离。过年了，万家团圆，患者因为隔离不能与
家人团聚，内心十分孤独，她为患者准备了热腾腾的水饺，陪伴
缓解了病人的孤独感。患者出院，她亲自送到车上，临走时仍然
不忘叮嘱病人做好居家隔离及各种注意事项。患者亲切地称她

“马姐”。
1 月 29 日，12:30 刚下班，正在吃午饭的她，突然接到了院领

导的一个紧急电话，科室马上将要收治一位 70 岁高龄，同时患有小儿麻痹综合征、高血压等多
种基础性疾病的发热老人。她放下碗筷，立马进入工作岗位，做好准备工作。由于发热老人患有
小儿麻痹综合征，无力移动，给检查和治疗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她和她的同事，用尽全身力
气抱起发热老人，帮助他完成检查和治疗，汗水浸湿了她的防护服和面颊，护目镜满是水雾，几
乎挡住了视线。

自接到疫情防控任务开始，她从未休息过一天。在移动老人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她不慎扭
伤了脚踝，她不顾疼痛，坚持完成了工作。到晚上九点，工作结束回到家中才发现脚已经肿得像
馒头一样，她立马冷敷，生怕耽误第二天的工作。第二天在脚还没消肿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带
伤工作。

图①市委书记李猛 （左） 来我院。
我院书记、理事长段立新陪同。

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洪祥 （中） 来我院。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闫书德 （右一） 陪同。

③区委书记巩洪波 （左一） 来我院。
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王勇 （右一） 陪同。

④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洪林 （右一） 来我院。
⑤区卫健局书记、局长王新峰 （中） 来我院。

①

②

④ ⑤

图为副市长范宇新 （左一） 与市卫健委主任常树风 （左三）
在济南遥墙机场为我院赴黄冈的两名护士长白立华 （左二） 和
齐月坤 （右一） 送行。

图为区委书记巩洪波 （中） 参加我院为赴湖北医护人员举
行的欢送仪式并作重要指示。

图为副区长于志新 （右一） 为我院赴武汉的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治医师任华琳 （中） 送行。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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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技科室

检验科—2638026

西药房—2638032

彩超室—2638023

放射科—2638038

无痛内镜中心—2638021

CT 室—2638064

病理室—2638142

中药房—2638036

高压氧科—2638110

二、病区

医 保 科 -2638019

普通内科—2226182

神经内科—2638047

妇科病房—2638051

碎石中心—2638049

手 术 室—2638079

心内病房—2638065

骨外科病房—2638053

产一病房—2638048

产二病房—2226337

产三病房—2226373

神经外科病房—2226308

介入中心—2638018

普外一科病房—2226327

普外二科病房—2638050

干部病房—2638081

病区药房—2638054

儿科病房—2638056

住 院 处—2638057

I C U———2226176

内五科病房—2226199

内六科病房 -2226307

一、门诊科室

急 诊 科—2638120

普通内科—2226160

神经外科—2226123

神经内科—2638068

心 内 科—2638028

骨外科门诊—2638013

普外泌尿门诊—2638014

妇科门诊—2638022

产科门诊—2226142

专家 门诊—2638024

针 灸 科—2638060

儿科门诊—2638037

中医门诊—2638034

眼 科—2638046

耳 鼻 喉—2638045

口 腔 科—2638073

皮 肤 科—2638027

乳腺门诊—2638082

肠道门诊—2638143

健康管理科 -2226188

急诊联系电话：

医院监督电话：

医院有关科室
联系电话

出征武汉 黄冈抗击新冠肺炎的我院医护工作者

出征定点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的我院医护工作者

我
院
成
立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特
战
队

根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经医
院党委研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我院于
2020 年 2 月初成立传染病科特战队，设置门诊、病
房，负责诊断及收治发热、疑似病人，疫情防控期
间 24H 运行。

特战队由我院副院长王勤山带队，老年病科
主任杨林担任队长，呼吸内科副主任赵鑫担任副
队长，发热门诊马博担任护士长。

在成立会议上，我院党委书记、理事长段立新
同志要求：这是一支在特殊时期承担特殊任务，特
殊场所负责特殊病人，由特殊材料打造的队伍。每
名成员都在疫情防控工作开始早期就递交了请战
书，体现了忠诚、担当的市立医院人精神。段立新
理事长指出：队伍成立后，大家一是要牢记责任和

神圣的使命，这是一项光荣的任
务，承载着患者和医院的重托，
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二是要
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全身
心投入持久战，认清疫情防控的
形势，时时对国家和上级部门的
诊疗规范、防控要求、工作流程进行学习交流、研
究掌握。三是大家都在关键战线，是疫情防控的最
前沿，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帮助，明确纪律。段书
记同时要求各职能科室要全方位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特战队负责人杨林、赵鑫、马博表示：一定不
断提高业务能力，增强防护能力，不辜负领导和
患者的信任，牢固信心，坚定决心完成好疫情防
控工作。

他，曾是卫生防疫战线的一名老战士，2003 年，抗击“非
典”，2008 年，受命于危难之中，赴四川抗震救灾，今天他又冲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他就是德州市立医院党委书记、
理事长段立新。

自疫情发生后，按照省、市、区的统一部署，段立新同志带
领全院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号召，以实际行动共克时艰，众志
成城、全力以赴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大事难事见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市卫生健康委召开专
题部署会后，20 日，段立新同志立即召开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工作安排部署会，成立由段立新同志组长、党委班子
其他成员为副组长、各职能部门科长为成员的新冠肺炎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疫情防治工作的全面开展。对组织构架、
救治的设备设施、防护用品、医务人员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
做了安排部署。全力以赴做好疫情上报、物资采购、后勤保
障、健康教育宣传等工作。组建由分管副院长牵头，呼吸内
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检验科、影像科、中医等相关学科组
成的医疗临床专家组。集结号吹响！市立医院全体干部职工
在段立新同志的号召下，积极行动起来，力争打赢新冠肺炎
防控阻击战。

1 月 21 日，段立新同志当机立断，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检分诊点、发热门诊和定点医
院隔离病区设置规范》的要求立即全面启动 24 小时发热门诊
及隔离病房，组织院内外专家组培训并督导检查医院发热门
诊、呼吸内科门诊、急诊科工作。完善感染设施，对重点部位
进行消杀，保障环境安全，准备收治隔离和留观病人。发热门
诊自 1 月 22 日夜间开始接诊患者，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在这
期间，段立新同志高瞻远瞩，全面布局，面对严峻的防控形
势，在全院共抽调 11 名年富力强、精明强干的医师，组成德州

市立医院新冠肺
炎防治暨传染病
房特战小分队，
全面接管发热门
诊和留观隔离病
房。在段立新同

志的亲自指导下，医院仅用两天时间完成留观隔离病房改造，
仅用一天时间完成预检分诊调整施工，改造发热门诊通道，规
范流程，关口前移。

段立新同志第一时间组织感染科、急诊科、发热门诊、专家
救治组等相关科室医务人员开展了新冠肺炎专题业务培训和
应急演练，学流程、学防护、学诊疗、学操作、学规范、学法规，提
高了疫情防控的应急反应，应急处置、指挥、协调能力和医疗处
置水平，进一步增强了疫情防控意识和责任意识。

他要求宣传科第一时间开展新冠肺炎科普知识和防控知
识宣传，按照防控知识全方面覆盖的要求，采取 LED 电子屏、
电子显示屏、微信公众号等形式，积极营造疫情联防联控的浓
厚氛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全民口罩”时期挑战着每一所医院
的物资储备，市立医院也不例外。出于疾控工作的敏感与经
验，段立新同志早就让设备科、院感科启动了全院医疗物资的

“战时管理”，对全院防护物资进行统一调配、统一申领和统一
管理。要把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段立新同志在各种场合多次
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做好一线医务人员防护，确保零感染”。

医院是疫情防控斗争的最前线，关键时刻，段立新同志号
召干部职工马上行动起来，做到不缺位、做到位、有作为，践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员本色。1 月 26 日，全院干部
职工放弃休假，全部到岗上班，在疫情面前，在段立新同志的
带领下，医院的医务人员化身战士，主动请缨！纷纷按下鲜红

的指印，递交请战书。
同时，医院调动药剂科、院感科、设备科等科室，全力做

好药品、防护用具、消毒用品等医疗物资保障，确保医疗设备
正常运转。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峻。1 月 22 日，我院接诊全市
第一例与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同时伴有发热的患者，
这让全体医护人员都紧张了起来。

“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是信任我们的诊疗技术水平和服
务能力，如果这时转院，不但可能损害患者健康，还会造成德
州市其他人员和地方的感染风险。”关键时刻，段立新同志果
断下达命令：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精准判断，严格程序，就地
隔离观察，启动全面防护！立即召集医院新冠肺炎救治专家
人员等精锐力量为患者进行救治，他对参与救治的人员千叮
咛万嘱咐，在救治患者的同时，要高度重视个人自我防护，确
保医护人员零感染。同时，做通家属工作，将患者安置于隔离
病房，将生活条件全部提供到位后，由医护人员 24 小时救治
并密切观察。及时上报区新冠肺炎防治领导小组。疾控部门
为患者采集咽拭子送上级行病毒核酸检测，最后，患者核酸
检测为阴性，排除疑似病例。

为防控疫情冲锋陷阵，段立新同志带领医院领导班子成
员值夜班，随时处置突发疫情，坚守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从
疫情防控工作起，段立新同志就再也没有回家睡过一个囫囵
觉，每分每秒像上紧了发条一样。他办公室的灯每天一直亮
到深夜，常常半夜到市区开会，回到医院就立即部署协调安
排疫情防控工作，夜不能寐。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段立新同志以高度的职
业使命感，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在疫情面前，争做迎难而上、救死扶伤的“逆行者”，以实际行
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精神。

援川 援疆 援渝
我院“三援”战士疫情面前冲在一线 再创辉煌

杨林 副主任医师，干部病房主任，团委副书记，
援疆时间一年半。疫情发生后，作为科室负责人，他第一
时间组织科室人员学习相应的 工作 流程 和 医院 应 急预
案，还邀请院感科、医务科的人员到科室授课，同时，身先
士卒在请战书上按下鲜红的指印。在杨林的带领和感召
下，干部病房全体医护人员主动提交请战书。

除夕上午，杨林按照医务科安排来到发热门诊，前来
就诊的发热病人很多，他耐心、细致检查每一位患者，将
近五个半小时，脱下防护服那一刻从头到脚都湿透了。

在杨林的提议下，团委组织全院青年志愿者共计 80 余
人，分三班轮流，协助医院各部门完成各种苦、累、脏活，杨林
冲在了第一线。隔离病房搬家，他在；公路检查站执勤，他在；
发热门诊值班，他在；隔离留观点轮流值班，他还在。市立医
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战队成立，全面接管了发热门诊和留
观隔离病区的工作，杨林作为特战队的队长，再一次站在了
疫情抗击的第一线。他说：援疆一年半的工作经历，让我体会
到了“勤劳、奉献、坚毅、自强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兵团
精神，而这种兵团精神一直在我心中指引我前进。面对当前

“疫情”，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打赢这场战争。”

张松萍 2020 年 1 月初，刚刚结束了 3 年的援疆
任务，本应该在家休整两个月，但是“疫情”战打响了。1 月
28 日，看到有儿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的报告，她
决定早日结束休整假期，加入到防御新型冠状病毒战役的
工作中。第二天，她一上班立即到儿科病房值班。病房中多

个患儿肺炎症状严重，胸片显示双肺有多处斑片状影，双肺
实变。患儿反复高热，咳嗽喘憋明显。张松萍和儿科医护团
队对患儿精心治疗护理，患儿体温很快平稳，咳嗽减轻。看
到患儿病愈出院，张松萍由衷的感到开心。“援疆 3 年，本打
算利用假期多陪陪八十多岁的父母，但是疫情就是责任，我
必须坚守在岗位上，心里才踏实。”她已经没有星期天和休
假的概念，每天在脑海中只有哪个患儿病情减轻，哪个患儿
检查结果较重，需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工作多年，她始终
不忘初心，为人民健康而服务。

聂雪峰 神经内科主治医师。援疆时间一年半，
期间曾担任十二师五一农场医院副院长。春节期间，面对突
如其来的疫情，毅然决然放弃自己的假期，主动返回了工作
岗位。刚回到科室，他就向主任申请去发热门诊值班：“主
任，我有急诊轮转的经历，熟悉发热门诊的工作流程，让我
去吧。”与此同时，聂雪峰还深入学习了国家的相关诊疗规
范和医院诊治流程，一遍遍的与院感科的同事复习相关防
护知识。2 月 2 日，德城区集中留观隔离点刚刚成立，需要
医务人员值班轮守，聂雪峰主动请缨，携带医疗设备和药品
来到现场，负责留观点留观人员的医疗保障工作。每天接班
后他询问留观人员的一般情况，如有症状，及时给予留观人
员进行处置。同时配合区卫健局做好与社区医院的协调工
作，配合疾控部门，做好消毒隔离工作，经常是楼上楼下奔
波不停，都顾不上喝一口水。作为医院新冠肺炎特战队队
员，聂雪峰再一次回到院内留观隔离病区工作。聂雪峰谈
到：休假、和亲人的团聚，在疫情来临之时，显的是那样的微

不足道。援疆虽然结束了，但我“救死扶伤”的职责还在。抗
击 SARS 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医学生，现在，我自己也和千
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一样，共同抵御病毒的侵袭，以实际行
动践行自己的初心与责任。”

翟志刚 神经内科副主任，2019 年 6 月赴重庆
市秀山县开展支医帮扶工作，期间担任溶溪镇中心卫生
院等级创建办主任，内儿科主任，时间 6 个月。从重庆返
回德州以后，翟志刚仅在家里休息了 2 天就来院上班，面
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他作为共产党员、
科室的骨干力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配合科主任，
扎实落实医院各项措施和规定，加强科室人员的相关学
习和防护的培训，指导强化患者及家属的防范；制定了

《神经内科防范疫情病房管理病患告知书》，在每间病房
醒目位置进行张贴并向每位患者分发一份。翟主任每天
上午和下午各巡视一次病房督导并指导患者及其家属手
卫生、佩戴口罩、体温监测等防范措施。我院发热门诊实
行 24 小时值班以来，翟志刚积极向科主任报名，第一时
间到发热门诊值班，努力克服发热门诊的各种困难，落实
发热门诊的流程。同时，作为医院新冠肺炎防治特战队队
员，翟志刚承担留观隔离病区的工作，他还报名作为德城
区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储备力量，时刻准备着出发。“在这
个时候，我必须得站出来！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面对紧
迫的疫情，迎难而上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重要的人生
历练。这个时候，党员应该冲在最前面！”翟志刚毫不犹豫
战斗在疫情防控最前线。

为捍卫生命挺身而出，为守护健康不分昼夜
记德州市立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段立新

德州市立医院援疆援渝返院医师疫情防控纪实
使命当前“疫”不容辞

德州日报记者 滕路

图一 任华琳：中共党员，医院团委副书记，重症医

学科（ICU）副主任。对专业孜孜以求、进取不止，对患

者细致耐心、视若亲人。先后获得医院先进个人、区卫

健系统先进工作者、德城区“优秀志愿者”、德州市五一

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

图二（左） 齐月坤：主管护师，内五科护士长，参加

工作 10 年。2010 年取得全国基础灾害救援医学培训结

业证书。我院青年护士技术比武一等奖，山东省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技能大赛第三名，全市卫生系统院前急救

技能大赛一等奖，德州市五一劳动奖章，山东省“天使

杯”青年护士心肺复苏护理技能竞赛三等奖。

图二（右） 白立华：主管护师，心内科护士长。自

1996 年参加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连续 8 年获得

医院先进工作者。先后获得德城区首届“十佳”护士，德

城区优秀妇女干部，德城区首届“名护”荣誉称号，被聘

为德州市首届内科委员会委员和德州市首届心内科委

员会委员。

图一（左）刘霞 呼吸内科 医师。
2018 年毕业于青海大学，呼吸内科专
业硕士研究生。同年参加工作于我院
呼吸科。

图一（右）张亮 重症医学科 主治
医师。2003 年毕业于滨州医学院。同年
进入我院急诊科工作，2008 年调入重
症医学科。曾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重
症医学科进修。擅长各类重症疾病的
抢救与治疗。精通深静脉置管，经皮穿
刺气管切开，CRRT 以及呼吸机应用
等多种操作技术。

图二 宋淑萍 感染管理科 主管护
师。 负责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
对促进院感质量的持续改有着丰富的
经验。德城区医疗机构感染管理技能
竞赛活动一等奖。德城区院感质控中
心委员兼秘书。德州市预防医学会消
毒与医院感染控制分会委员；德州市
妇幼保健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
会委员；山东省消毒与感染控制工作
先进个人。

图三（左一）马传普 重症医学科
护师。2011 年 7 月毕业于青岛大学医
学院护理专业，一直从事危重患者的
护理工作。擅长各类危重患者的护理、
抢救配合，精通床旁连续性血液净化、
危重症患者监护、呼吸机应用及各类

危重症操作配合技术。2019 年在血液
净化知识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图三（左二）金珊珊 呼吸内科 护
士。人们因为疫情而感到踌躇，但她不
会停下追梦的脚步，逐梦前行，疫不容
辞，为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奋战。

图三（中） 张海红 护理部副主
任，主管护师，2006 年参加工作。德
城区护理技能大赛一等奖，德州市卫
生系统“两好一满意”服务明星，德城
区护理岗位创新技能大赛二等奖，全
区卫生计生工作先进个人，德州市医
疗机构临床输血岗位技能竞赛个人
三等奖，德州市“优秀护理改善项目
一等奖。

图三（右二）王学萍 普通内科 护
师。2010 年 7 月毕业于聊城职业技术
学院护理系，大专学历，通过业余时间
学习，于 2019 年获得了潍坊医学院本
科自学考试。2019 年获得医院优质护
理示范病房先进个人称号。

图三（右一）李凯 急诊科 护士。
作为急诊科一员，工作认真负责，冲锋
在前，任劳任怨，熟练掌握急救知识和
急救技术，精通各种急救设备的应用，
对于危重患者的抢救有一定的临床经
验，获得患者和家属的一致好评。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一 图二

2008 年汶川发生地震，段立新受命奔赴地震灾区。图一为他 （中） 带领小分队对灾区板房周围环境进行消
杀消毒；图二为他在灾区执行水质检测任务。

图为段立新 （中）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现场指挥。

图为十二位特战队员合影。自左至右 前排：田安庆 李洋 马博 杨林 陈万山 李辉
后排：张斌 聂雪峰 翟志刚 赵兵 赵鑫 黄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