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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钟林锋 孙冰倩）

“广州加油！湖北加油！

中国必胜！ ”昨日下午，响亮有力的宣誓

声在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响起。 根据国

家卫生健康委统一部署，全力支援湖北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广州市红十字

会医院紧急组建 20 人医疗队代表广州

市驰援湖北荆州。 记者了解到，该院副

院长李爱国将作为此次医疗队队长、临

时党支部书记，带领医疗队出征。 截至

昨日， 广州市共派出 76 名医疗队员驰

援湖北。

一个小时内近两百人请战

此次医疗队包括医生 8 人，副主任

护师 1 名，主管护师 5 名，护师 6 人，其

中党员 15 人， 均是科室的骨干医技师

和护理人员。记者获悉，2 月 12 日，当需

要紧急组建一支医疗队赶赴湖北荆州

支援的消息传来时，市红会医院党委积

极响应，快速落实，各个科室的微信群

都沸腾了———“请战！ ”院长、书记带头

报名， 全员医护积极踊跃请战， 短短 1

个小时，报名人员便已近 200 人。 科室

骨干医技师、护士长们争先报名，许多

护士直接打电话给各自科室的护士长

表达参战的意愿。

组队通知下发后，医院紧急召开会

议，各部门通力合作组建队伍、组织培

训、筹备物资。13 日下午，医务科组织了

对医疗队成员的防护培训。 此次医疗队

队长、副院长李爱国率先剪短发，几名

女护士更是毫不犹豫地剪掉了留了多

年的长发。

感染管理科副主任医师周晓红的

同科室同事拼命往她的行李塞食物、防

护用品等，“多带点，多带点”，生怕那边

防护物资不足。 感染管理科主任李勤一

直在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控，注意

休息， 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治病

人。 一定要安全回来。 ”紫外线消毒灯、

一次性纸尿裤、电热毯、干衣机、补充营

养的肉干坚果……甚至润唇膏、润肤露

等装满了队员的行李箱。 医院考虑到此

次出战环境特殊，消毒防护用品、生活

必需品、食品药品都为队员准备齐全。

后备医疗队已随时待命

院长黄逸辉为医疗队授予队旗，医

院党委书记李斯明为党支部授予党旗，

“我一定会完成誓言， 把所有队员完整

带回！ ”李爱国表示。

黄逸辉告诉记者，目前医院已经安

排了第二梯队的医疗队，只要前线有需

要，马上可以替换。 党委书记李斯明特

别叮嘱：“这是一场硬仗，要做好艰苦拼

搏的准备，和医院保持联系。 我们永远

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医院会照顾好你们

的家人，给予你们全力支持！ ”

临行前， 医院全体在场职工齐唱

《义勇军进行曲》 为医疗队鼓劲。 在机

场，20 名医疗队员与他们的同事和家属

深情道别，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叮嘱注意

安全， 丈夫拥抱妻子承诺照顾好孩子

……昨晚 8 点， 医疗队在白云机场出

发。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王蒙 陈淑华）

昨日上午， 广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的新冠肺炎一线医务人员医

学观察区建设工程完成移交，仅用时 8

天就为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

的医务人员搭建起 66 间 132 张床位的

医学观察区。

“随着参与一线救治工作的医务人

员不断增加，为了确保医务人员得到更

好的休息，医院党委决定利用 3 号楼南

面钢架结构以及医院空地紧急搭建医

务人员医学观察区，希望以最快的速度

为他们提供最好的作息环境，以最佳的

状态迎战疫情。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田军章表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 医务人员下班

以后，不仅能在这里休息、洗个热水

澡，还能够在这里做自己喜欢吃的。

爱心企业捐赠的洗衣机、 烘干机也

将在医学观察区投入使用。 著名漫

画家小林

（林帝浣 ）

老师专门为省二

医一线医务人员医学观察区赠送了

120 张漫画作品，让整个观察区营造出

轻松活泼的氛围。

据了解，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作为

新冠肺炎患者省级定点收治医院，收治

了广州地区第二多的确诊病例。此前医

院已将条件最好的 10 号楼特需病区作

为隔离观察区，提供给一线值班人员日

常休息和医学观察使用。

根据规划，医务人员医学观察区建

设内容主要包括临建区和钢结构复建

区。 考虑到钢结构复建区工期较长，医

院决定先建设一个临建集装箱医学观

察宿舍，能尽快投入使用；同期开工建

设钢结构复建区域，供长期使用。 2 月

13 日下午， 临建区集装箱医学观察宿

舍全部完工。

记者了解到，临建区集装箱隔离宿

舍共 66 间，总面积 1300 平方米；钢结

构复建区域，建筑面积 1900 平方米。目

前， 临建集装箱隔离宿舍已完工验收，

投入使用；钢结构复建区域建设各项工

作也在顺利推进， 已进入最后冲刺期，

预计 3 月初完工。

广东提供网上问诊

医院已达到 80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通

讯员 粤卫信）

2 月 13 日，广东为居

民提供线上问诊服务互联网医院已

达到 80 家。 居民可通过关注“健康

广东” 公众号或各家互联网医院微

信公众号、 手机 APP 进入就诊、咨

询平台，在线向医生问诊咨询。

为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

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广东在

1 月 23 日火速推动互联网医院开

通发热门诊和新冠肺炎咨询服务，

并鼓励医院大力开展常见病、 慢性

病复诊， 为群众提供一对一的在线

服务， 群众不出家门就可以获取诊

疗和新冠肺炎咨询服务。首批 57 家

互联网医院上线后， 全面开展了针

对新冠肺炎的网上义务咨询、 居家

医学观察指导等服务， 拓展线上医

疗服务空间，引导患者有疗就医，缓

解线下门诊压力， 目前已累计接到

发热门诊问诊近 6 万人次， 新冠肺

炎咨询超过 2 万人次， 有效减少了

患者线下就诊交叉感染风险。

据悉，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专门

出台了《广东省互联网医院新冠肺

炎防控工作指引》，对互联网医院问

诊导诊、医生出诊排班、问诊和咨询

回复时限、 医疗行为监管等方面进

行了规范。

近日，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还在

政务微信“健康广东”“广东卫生信

息”推出了新冠肺炎 AI 自我筛查模

块，公众可在“健康广东”微信公众

号“新冠肺炎”菜单中的“广东防控

融合平台” 点击“AI 自我筛查”直

达，或在“广东卫生信息”微信公众

号找到相同内容。

医 疗

队 出 征 前

宣誓。

信息时报

记者

郭柯堂 摄

广州组建医疗队再赴湖北荆州

由市红会医院医护组成，20人中有 15人是党员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郑晓慧 通讯员

粤卫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到

24 小时， 在广东支援荆州医疗队的鼎

力支持下，2 月 13 日，荆州洪湖市核酸

检测设备、试剂、人员，资质都齐全了！

告别了外送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标本的

历史。 洪湖做法将在其他区县推开，大

面积快速解决患者的确诊问题。

荆州疫情最重的洪湖市备受关注，

然而洪湖市没有核酸检测能力和资格，

只能送到武汉或荆州市做检测，洪湖到

荆州城区车程 3 小时，延误疑似病例的

确诊和排除，也延误“四早”的落实。

厘清这一关键抓手后，医疗队迅速

行动，“不到 24 小时就解决了。 先解决

了设备问题、培训问题 ，之后迅速打

报告，湖北省卫生健康委特事特办，

当天批复同意洪湖取得检测资格。 ”

广东支援湖北荆州医疗队总指挥 、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黄飞介绍，12 日拿到资格后，从

13 日开始，洪湖所有的核酸采样、检

测将直接送到洪湖市人民医院检验

科。 当天下午，在广东检验专家的支

持下， 第一批医院疑似患者样本已

开始在实验室检测。

黄飞表示，洪湖市人民医院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实验室正式启动运行，预计

每天可达到 500 人份的检测产能，金域

医学紧急调配了可完成 2000 人份样本

的相应物资，完全有能力承接洪湖全市

所有发热病人、密切接触者等核酸检测

工作，并为接下来在洪湖市开展大筛查

做好了充分准备。 接下来，洪湖做法将

继续推广到荆州其他的县区，大面积解

决县区患者的确诊问题。

“洪湖这样疫情重区拥有核酸检测

能力和资格，对于荆州乃至湖北的疫情

防控，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黄飞表

示，控制疫情关键要素之一就是检测能

力，检测能力一旦提高，就可以快速排

查密接、疑似患者。

在广东支援荆州医疗队的鼎力支持下

洪湖核酸检测标本不必外送了

省二医8天建成医务人员医学观察区

一线救治人员有了更好的作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