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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职工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

夜里能连续睡上四五个小
时， 已是王凌航一天最长的睡眠
时间。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地
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主任王凌航
就没睡过一天好觉， 夜里要接十
几个电话。像王凌航一样，北京地
坛医院所有医护人员主动放弃了
休假，第一时间赶赴“战场”。

把好关口， 不漏过一个
潜在者

“把好感染急诊桥头堡， 共
克时艰。 我们一定要把好关口，
做好筛查， 不漏过一个潜在的病
人。” 王凌航说。 其实感染病急
诊科任务繁重， 他们超负荷运转
已经一个多月了。 疫情爆发后，
既要保护自己又要时刻警惕不漏
诊、 不错诊。

从腊月二十九到现在， 王凌
航已经8天没回过家了。 “因为
疫情每天都有新的变化， 要每天
根据形势调整工作流程。” 他告
诉记者， 目前，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四
版 ） 已经发布 ， 根据新版的指
南， 每天做好鉴别， 根据疫情防
控需求， 进行异常病例判断。 如
果不熟悉判断 ， 会出现两种现
象， 一种是风声鹤唳， 出现大量
疑似病人被收治， 医院医疗资源
满足不了需求。 另一种现象是卡
的特别严， 例如早期没有病例特
征显现时， 就会漏掉本应确诊的
病人。 不诊治的时候， 他就抽时
间学习文献， 解答咨询。 “文献
汇总了全国的信息， 了解全国疫
情和病例特征， 才能做好本地医
疗防控。” 他说。

“这事让我来， 你执行
命令就行！”

2003年地坛医院是抗击非典
的主战场， 全院400余名医护人
员无一人退缩。 也正是当年他们
的出色表现， 老百姓称他们是医
疗战线的特种兵。

“小郭， 这事情让我来。 一
会我带着装备上， 你负责把其他
病人看护好 。” ICU医生郭贺冰
回忆， 那天晚上他值班， 凌晨一
点半， 和他一起值班的李传胜轻
轻走进休息室， 告诉他接到上级
的疫情命令， 一会要来两个特殊
的病人。 刚刚到地坛医院工作两
年的郭贺冰还算是个新兵， 但老
一辈 “地坛人” 精神的引领， 也
已经渗透到他的思想和精神上。
“我和您一起收治病人。” 郭贺冰
立刻表示。

“他严厉对我说 ‘你执行命
令就行’！” 郭贺冰回忆， 平时温
和的李传胜老师带着命令的语气
说。 “参加工作以来， 我一直跟
着李老师学系传染病相关知识，
他是我的引领者、 带教者。 这次
感受到疫情来临时， 老一辈 ‘地
坛人’ 把年轻人挡在身后， 自己
转身去冲锋陷阵的精神 。” 郭贺
冰说， “凭借地坛精神， 我们有
信心、 有能力应对这场战役， 也
必将战胜这场战役。”

每天与患者家属沟通病情

医院护理部主任张志云告诉

记者， 面对疫情， 全院500多名
护士没有一个人退缩。 不论是家
里孩子还小 ， 还是自己身体不
好， 都主动申请到一线。

抗击疫情的同时 ， “地坛
人 ” 也彰显着对患者的人文关
怀 。 收治的9个月大的小患者 ，
虽然有妈妈陪着， 但是日常的物
品缺乏， 护士长下班后， 专门跑
婴儿食品店专卖店， 买一些果泥
和小饼干等食品带给孩子， 希望
孩子在成长期能得到更多营养。

还有一对夫妻， 爸爸已经确
诊， 妈妈被列为疑似病例进行隔
离， 家里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是
密切接触者 。 两口子都是湖北
人， 也没有亲戚能过来帮忙照顾
孩子。 得知情况后， 张晓炅、 贾
仕雪两名护士二话没说， 在每天
繁重工作的同时， 耐心的护理小
朋友 。 病人隔离后心里难免焦
虑， 张晓炅、 贾仕雪会隔着玻璃

让母亲和孩子视频， 给母子俩带
来了很多安慰。

病人进入隔离病房， 吃穿住
都要在病房解决， 感染中心书记
护士长韩晶告诉记者， 很多都是
护士帮助隔离患者买的日用品。
患者之前在网上下单购买的东
西， 快递配送到后， 由于家属不
能进入隔离区照顾， 也是护士帮
助患者取快递并送到身边。

医生和护士是患者的心理按
摩师， 面对患者的焦虑恐慌， 护
士长王颖对每个病人的问题都耐
心解答。 护士许艳丽每天给五六
个患者家属打电话， 沟通隔离后
患者的病情， 让家属心里踏实。

这里全部是 “战士”

北京地坛医院危重症医学科
（ICU） 是医院第一个承担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救治任务的科室。
接到任务时， 科室刚刚完成上次
疫情、 并正在承担重症流感和其
他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 医护人
员一直在连续作战， 新型肺炎无
疑是给他们的又一次重大考验。

ICU主任刘景院时时掌握疫
情动态， 带领科室同志学习诊疗
方案， 详尽分析患者病情， 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 检查人员防护情
况。 年三十儿这天原来的值班同
志身体不适， 刘主任二话没说承
担了除夕的值班工作。 其实， 两
个多月来， 刘景院肩上的担子最
重， 可关键时刻， 领导的率先垂
范， 鼓舞着大家的士气， 每个人
都跟着上。 总护士长张艳华带领
科护士长王宏宇， 反复梳理护理
工作流程， 检查护理工作落实情
况， 协调科室与医院间的相关工
作。 救治病人同时， 大家不忘进
病房前的相互提醒、 相互检查防
护情况， 充分体现科室人与人之
间的战斗情谊。

“谁家没困难啊 ？ 这不算
啥。” 接到疫情工作， 向攀毫不
犹豫地把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和爱人的事交给老人， 始终坚守
在疫情应对和救治患者的一线。
在护士队伍中， 她们当中孩子最
小的不足6个月 ， 最大的也才6
岁， 但她们毅然将照顾孩子的事
情交给丈夫和父母， 主动争取到
一线工作。 未成家的护士以给父
母家人宽心报平安的方式， 想办
法要到一线去。

他们是医生、 是护士。 在疫
情面前， 他们是 “战士”。 誓言
无声， 大爱无疆。

“上一线， 算我一个。” “领导， 我没结婚， 家里负担小， 我能去。” “我是老党员了， 而且全程经历了2003年非典疫情，
有处置经验。 领导别犹豫了， 就我来吧。” ……2020年的春节， 有些特殊， 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来临时， 一封封请战书、
一次次坚守岗位， 职工们没有后退。 记者从2月1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目前， 北京市城市运行平稳， 服务保障工作有序进行， 包括环卫、 供电、 供气、 供热行业在内的共11.5万名职工在岗， 保障首
都市民生活不受影响。

冲锋在前， 一封封请愿书让
人泪目！ “我今年刚成为一名正
式党员， 请让我先上！” “我参
与过汶川地震的救援， 我更有经
验！” “不是武汉地区的可以吗，
我愿意去最前方建设” ……

这几天， 在武汉第二座 “小
汤山” 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现场，
中建铁投集团15名队员组成的党
员 先 锋 队 正 热 火 朝 天 地 开 展
施工。

当荆楚大地遭受灾难时， 一
声声我报名让人热血沸腾———
“有决心也有能力参与建设 ， 为
局分担， 也为武汉分担， 恳请参
与火神山、 雷神山建设！” 这是
中建铁投集团党委对中建三局党
委的请战书。

从大年三十儿开始， 一封封
请战书和意愿信就代替了拜年祝
福， 大年初四， 19名建设者安全

抵达武汉， 第一时间投入一线战
斗， 初五， 又有17名建设者驰援
现场， 党员 （含预备） 达到了15
名。 中建铁投党委迅速响应， 第
一时间发出通知： 充分发挥党组
织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 、 干部先锋模范作
用， 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战。

党员， 是雷神山现场最鲜艳
的一抹红！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 勇担重任， 确保按时保质
保量完成任务！” 1月29日上午，
雷神山项目第三党支部书记张帆
带领全体党员发起庄严宣誓。

丁力生已经拥有十几年的党
龄， 作为党员突击队队员之一，
负责车辆调度、 平面布置、 现场
协调、 人员进出管理……他说，
“一个人当几个人用， 浑身还有
使不完的劲头。” 预备党员胡洁
是后勤员， 在工地大门她是守护

工人安全的检查员， 在物资调配
处又是搬货员， 在食堂又是大家
的 “温饱员”。 忙到深夜2点， 她
才有时间给家人通个电话： “你
那边休息了吗？” “还没有， 让
我再把这一块工序调整完。” 原
来， 他的丈夫在火神山医院建设
现场， 夫妻两人只能忙里偷闲通
一次电话。 张帆介绍， 不断有人
通过短信和电话告诉他， 要自愿
加入党员突击队， 想到最前线出
一份力。

中建铁投负责交通协调的黄
家湖大道三号门， 是整个雷神山
建设的唯一的施工通道口， 每日
通过施工装载车， 材料和物资运
输车近万次， 各类施工人员近万
人， 而每台进出的车辆、 每个进
场的人员都必须经过统一的检查
和调度。 全体党员通过两班倒，
争取每一分一秒的时间， 保障雷

神山医院迅速建成。
深夜， 中建铁投北京总部仍

在召开视频会议， 会议明确： 各
级单位要全力支持火神山、 雷神
山建设， 投入最优秀管理团队、
最优质资源， 精心组织、 周密安
排， 展现责任担当！

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公司党委
第一时间从广州出发， 筹集7000
个KN95口 罩 、 102个 护 目 镜 、

1000套防护服 、 200双手套 、 99
个面罩、 90个滤毒罐， 运送到武
汉疫区供一线建设者使用。

“党员不在这个时候站出
来， 还有谁呢？” 在中建铁投总
部， 所有领导班子取消休假， 24
小时在岗。 “他们在前方战斗，
后方交给我们。” 中建铁投人坚
信， 初心使命不是说出来的， 而
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抗击疫情的“地坛人”：每天最多睡四五个小时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一封封请战书使人泪目
中建铁投党员先锋队抢建雷神山医院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李明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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