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先上 ， 我是部门主
任。” 一个多月前， 医院选拔医
疗救援队队员， 面对领导， 吴琛
着急地说。

吴琛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康复医院社区康复中心主任。
曾经在内科、急诊科工作过，有丰
富的工作经验。现在，53岁的她正
在北京市内的定点医院参与抗疫
一线的工作。

吴琛介绍， 她的工作是收治
确诊病人， 每天跟医生们轮流查
房，讨论病历。查房的过程中，因
为会跟病人有近距离接触， 所以
要做好全套的防护措施， 每次到
病房， 她都想着 “尽量多待一会
儿，不要浪费这些防护物资”。

“我们这些医生都是这样的
想法。我们到病房，一个人代表的
就是整个科室，除了看病人，下达
自己的医嘱， 还会在病区多等一
等。 或者用电话联系一下其他的
医生， 看他们有什么要下达的内
容。”她说。

虽然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但是刚到定点医院的时候， 吴琛
和同伴们要面临全新的工作环境
和工作流程， 也有很多需要适应
的地方。吴琛说，比如防护措施。
因为口罩密闭性好， 正常呼吸就
出现一定困难。 护目镜戴时间长
了，也爱起雾。防护服很闷。在病
房工作的时候， 医生全身上下都
捂得特别严实，很容易出汗。

“穿着防护服，就像穿着太空
服一样。”吴琛说，虽然不是很沉，
但是穿上之后行动受限， 不能大
幅度地活动， 尤其是穿上鞋套之
后。病区经常会洒消毒液，造成地

面湿滑，而鞋套又不防滑，如果走
路快了，很容易摔跤。这样，无形
中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也降低了
工作的效率。

吴琛表示，这些细节在来之
前 ， 北京康复医院已经对他们
进行了培训。到定点医院之后，也
得到反复提醒，“尤其是急性子的
人，一定不要着急，一定要慢。”

在定点医院， 医生们是12个
小时倒一次班， 遇到夜班是在所
难免的事。另外，为了避免交叉感
染，医护人员在病区都遵照了“三
不政策”：不吃、不喝、不睡。什么
时候干完工作什么时候才休息。
所以， 大家往往不能按照正常的
时间吃饭。经常一两点钟吃午饭，
八九点钟吃晚饭。

“我年龄虽然大一点，但身体
还行， 顶得住， 就是开始不太习
惯， 大概一周以后也就适应了。”
吴琛说。

在定点医院做好治疗工作的
同时，吴琛还客串起了心理医生。

吴琛表示， 她虽然是内科医
生出身， 但自打转型康复医院以
后， 就接触到了很多心理治疗方
面的信息。其实，“康复”包含的内
容很多，既有肢体的康复，脏器的
康复，还有心理上的康复。尤其是
她在社区康复中心工作之后，观
察到很多社区病人， 尤其是老年
人和残疾人在心理方面的需求，
所以她也开始慢慢学习这方面的
专业知识， 还考了心理治疗师的
中级证。“我觉得，只有了解了，学
会了，才能把这些内容，渗透到日
常的工作中。”

疫情防控期间，在定点医院，

吴琛时常发现医生、 患者都会有
一些心理压力。现在，她只要看到
谁发脾气，或者心情不好，就会和
他们聊一聊， 进行耐心地交流沟
通。虽然简单，可她说，这也是一
种心理减压的方法。

吴琛说， 能参加这次防疫战
斗，她觉得很光荣。非典的时候，
她正在读在职研究生，没能参与，
确实也有些遗憾。这次，当她跟家
里人说， 要报名到抗疫一线工作
的时候，家人确实有些担心。尤其
是孩子， 跟她说：“您都这么大岁
数了，还去啥呀？让年轻人去吧！”

“我今年53岁，确实是我们医
院救援队里年龄最大的。 也许我
的体力不如年轻人， 但是我的经
验、我的阅历都是我最好的帮手，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完成任务。”吴
琛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陈曦

———记北京康复医院社区康复中心主任吴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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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初第一位境外人员入
住开始， 西北旺镇集中医学观察
点战旗党支部书记、 西北旺镇经
济发展和管理科科长黄禄军的手
机就成了热线。“小到安排餐食，
大到加安电暖器，还有与‘客人’
的家人及时沟通， 只要是在安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尽量满
足他们在隔离期生活上的需求。”
作为海淀区最大街镇级集中观察
点———西北旺镇集中医学观察点
的服务无时差，24小时在线。

1月29日，第一批“客人”入住
这个集中医学观察点， 目前已累
计入住113人，有61人符合条件解
除观察，2人转入居家观察和区级
观察点。 现在仍在观察的还有50
人， 其中40人是从新国展转运来
的境外返京人员。 该观察点主要
负责西北旺镇、 上庄镇、 苏家坨
镇、青龙桥街道等4个街镇的湖北
籍、 境外返京人员以及其他不具
备居家观察条件的返京人员观察
工作。

为了做好观察点的疫情防控
和生活服务， 西北旺镇牵头成立
了由46人组成的医学观察工作
组，包括医护人员、民警、保安、机
关工作人员等，24小时倒班值守。
他们还特意准备了 “关爱服务

包”，包括集中观察告知书、口罩、
体温计、巧克力等十种物品。

针对北京的境外输入病例持
续增长的形势， 西北旺镇实施了
境外返京人员无缝式衔接转运机
制， 第一时间成立了机场转运工
作专班， 由8人分成4组24小时在
集中医学观察点值守， 负责协调
村和社区做好辖区境外返京人员
转运、接收等工作。记者了解到，
这批境外“客人”多为留学生，他
们在集中医学观察期间， 需要生
活上的照顾会多一些。 有的家人
送来日常生活用品， 工作人员就

要穿好隔离服， 佩戴口罩、 护目
镜，穿上鞋套，戴好手套，全副武
装将这些生活用品送到集中观察
区域隔离人员手中。

黄禄军告诉记者， 观察点距
离首都国际机场不近， 很多时候
是在夜间接收送到这里进行集中
医学观察的境外 “客人”。 “现
在我们的工作是日夜颠倒的， 白
天就是忙一些琐碎的沟通协调工
作， 晚上要时刻准备接收入境人
员， 做报表然后消毒， 大家时刻
紧绷一根弦， 提供精细的保障和
服务。”

□本报记者 白莹/文 陈艺/摄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靳晓方） “请您注意防护 ！”在北
京小汤山定点医院， 一台可爱的
智能送货机器人走在病区中央大
厅通道上。 它正在把医护人员急
需的生活用品送到各病区门口。

除了送货机器人， 隔离区内
还配有一台消毒机器人， 负责对
所有公共区域、 生活区进行全面
消毒。 这两台小巧的机器人可以
自动归位充电， 充满电后可以工

作8-10个小时。不同于病区内的
小型机器人， 病区外的机器人体
型更像一辆卡通版小汽车。 这两
个机器人也是负责送货和消毒。

“消毒机器人一天开出来2-
3次，可以对全院的主要通道喷洒
配比好的84消毒液， 一个人操纵
遥控器就可以实现。”综服办王以
波介绍， 这四台机器人全部是社
会捐赠， 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小汤
山医护人员的关爱。

53岁白衣天使抗疫一线客串心理师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上周，
一架复工返岗专机缓缓降落于北
京首都机场， 这是中建二局三公
司直营业务部北京环球影城主题
公园停车楼项目、实创医谷项目、
沙河北邮三个项目联合包机，以
“点对点”方式从云南保山机场接
回劳务人员共计75人。

中建二局三公司直营业务部
针对企业复工复产的需求， 积极
响应相关部门关于农民工集中返
岗的规定， 将几个急需开工复产
且农民工务工来源地与目的地相
近的项目的劳务人员集中， 与东

方航空云南分公司积极合作，开
展“点对点”包机直达运输，组织
劳务人员有序安全返岗。

为保证返岗劳务人员的安全
健康，飞机落地后，中建二局三公
司安排了大巴专车进行机场至项
目部的“点对点”返岗接送“二次
接力”， 统一将工人接回项目。运
送返岗劳务人员回项目的客车共
3辆，分别接送至三个项目。到达
项目部后， 将统一对返岗劳务人
员进行消毒、测温、隔离观察14天
等一系列防疫措施， 待观察期结
束后，及时安排复工复产。

中建二局三公司“点对点”接送农民工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王慧雯） 疫情防控期间， 坚守一
线的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工作
时间长、压力大，不少居民也产生
了焦虑、恐慌的情绪。为此，东城
区和平里街道心理服务站积极为
社工、 志愿者和居民搭建心理关
爱平台， 安排专业心理老师提供
心理咨询服务，并编写了《和平里
街道心理防疫手册》。

手册内容涵盖疫情典型心理
反应、 心理干预基本原则、 心理
防护因应策略、 常见心理问题答
疑等4部分。 针对 “看到疫情的
消息让我很焦虑怎么办” “我怎

样才能让自己放松下来” “如何
缓解我的无助感” 等疫情期间发
生的常见心理问题， 手册中一一
给予解答。

疫情防控期间， 和平里街道
设立了心理咨询联络点， 专门调
研了解一线人员和居民的心理状
况， 并依托西河沿社区心理服务
站，开通“疫情防控心理疏导群”，
由4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部的心理辅导专家全程在线，为
辖区一线社工、 居民提供免费心
理咨询服务。 社工和居民也可通
过私信心理辅导师， 进行一对一
的 “私人定制” 辅导。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疫情防
控期间， 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通过“云审批”等举措，将
“线下”业务搬到“线上”，确保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不打烊。

2月26日，刘清所在单位北京
建院建筑设计创意有限公司向延
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
了退休手续办理业务， 并通过电
子邮箱提供了刘清的档案等电子
材料。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个科室之间进行了紧锣密鼓的
沟通与信息流转， 在单位递交材

料当日，就完成了退休手续的“云
审批”工作， 3月15日，刘清拿到
了第一笔退休金。

疫情防控期间，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及时开通了职工退
休网上审批业务， 建立退休审批
工作微信群， 一对一指导用人单
位网上办理业务； 加强部门间内
部协调， 实现数据在养老保险行
政部门、 社保经办机构和人力资
源公共服务机构内部流动。 截至
目前， 已完成企业职工退休网上
审核90人，网上办理率达100%。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伴随
着企事业单位逐渐复工， 通州城
管系统对商务楼宇、商场、餐馆三
类场所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开展监督检查。

其中， 梨园城管执法队在前
期摸排核对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
履行“楼长”职责。位于土桥地铁
附近的永安大厦是一级防护楼
宇，需要每日进行检查。进入大厦
前，要经过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
由三名物业人员盯守， 进入大厦
的员工必须持发放的出入证，出
入证是各楼宇物业根据楼宇内各

公司台账 ， 按各公司人员数的
50%发放的。 大厦内的第二个检
查点设有测温门， 测量数据会显
示在测温门上方的屏幕上， 在温
度不准或过高时， 将由人工进行
二次测量记录。

针对辖区内的商务楼宇复工
后人员密集的情况， 通州城管执
法队联合辖区内的各物业公司和
写字楼所属社区，由企业、政府和
城管部门各出一人负责，形成“三
楼长”制，将辖区分片包干，责任
到人，让防疫工作落到实处，确保
楼宇每日检查全覆盖。

通州城管检查楼宇防疫每日全覆盖
24小时在线服务境外返京“客人”

延庆“云审批”举措确保服务不打烊

■战“疫”先锋

西北旺镇集中医学观察点为隔离人员提供精细保障

智能机器人进驻北京小汤山医院

和平里街道创编“心理防疫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