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广丰区全面开展

全区中、 小学教育场所消杀

消毒工作，计划在

15

天内完

成全区

300

余个教育场所的

消杀工作。在消杀中，工作人

员严格按照卫生消杀管理的

标准规范操作，对学校食堂、

教学楼、 教师办公室及学生

公寓等进行全面细致的灭蚊

杀菌消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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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基层医务人员一线战“疫”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在横峰县广大干群奋力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疫”中，有一支

特殊的队伍，他们就是横峰县心理

协会的志愿者们。

24

位志愿者分

四个小组全天候通过“ 一根心理援

助热线”， 免费为全县干部群众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为广

大干群戴上了“ 心理口罩”。

“我心里石头放下了”

叮铃铃， 叮铃铃……随着一

阵电话铃响，横峰县公安局民警、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叶常青接到

了咨询电话，对方是一位

30

岁左

右的女子。“ 我现在感冒、咳嗽，我

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得新冠肺

炎，万一自己真得了病，就会传染

给家人，现在心里很烦！ ”得知女

子不久前被医生诊断为感冒 ，而

且近期没有外出， 也没有接触外

地来横人员后， 叶常青发挥自己

学医的优势， 将疫情感染的传染

源、传播途径、生病机理等分享给

她听， 告诉她目前基本不可能得

“ 那个”病。“ 现在网上信息很多，

你要信官方发布的， 自媒体信息

中许多是不科学的， 你要少看少

信。 只要做好防范、有病就医，你

就不会有问题。”“ 听你这么说，我

感觉轻松了，可惜认识你晚了，让

我多担心了几天。 ”几天后，她微

信中告诉叶老师， 她已经放下了

心结，生活恢复如常。

“谢谢你能帮助我”

1

月

31

日 ， 心协成员余晓

华、叶常青、夏侯莉宏一同到支援

武汉抗疫的医护人员家中， 对其

父母亲进行心理疏导。 大爷大妈

年过七旬， 几天前他们的孩子光

荣加入江西支援湖北医疗队 ，在

随州一线抗击疫情。 孩子参加支

援武汉抗疫工作他们夫妻是非常

支持的， 他们只是非常担心孩子

在疫区染上新冠肺炎， 会有生命

危险， 想到这里就经常在家长吁

短叹、寝食不安。“ 武汉有医生被

感染得病， 那是因为前期对病毒

传染认识不足， 因此防范措施不

够严密，才给了病毒可乘之机。现

在加强了防范意识， 隔离措施都

做得很好。 你孩子年轻、身体好，

真的不用担心。”志愿者们通过向

他们讲述疫情基本知识后， 再摆

事实、讲道理，说得两位老人连连

点头。心理疏导后，老人脸上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他们表示，会继续

支持孩子的援鄂工作， 也会保重

自己的身体，让孩子放心。

“疫情结束后我再创业 ”

近日，心里协会志愿者们穿着

防护服， 走进县医学隔离观察点，

对留观对象进行心理辅导。 原来，

某青年

30

出头，下火车站时，他因

为发烧， 被安排进行为期

14

天的

隔离观察。 几天后，他拨通了心里

咨询电话。志愿者电话了解基本情

况后，前往留观点，面对面与求助

对象交流。 原来，该青年自小失去

父母，在政府帮助下，在农村老家

建起了楼房，但还没装修。 他经过

在酒店几年历练， 现在厨艺增长，

工资也增加了。原计划开春就接手

一家小餐饮店，实现创业梦想。 可

是现在由于疫情影响， 计划被耽

搁， 而且他担心日后就算接下店，

生意也不如原来那么红火。自己年

龄也不小了，感觉一事无成、前途

无望，因此非常郁闷。“ 你对自己的

人生有规划、有行动，这是好品质。

虽然现在短时间受疫情影响，但是

随着形势好转，肯定会迎来新的发

展机会。 只要你坚持下去，就定能

实现你的理想！ ”志愿者微笑着开

导他。“ 对，大不了推迟几个月去实

现梦想，我一定不会放弃！”青年沮

丧的脸上逐渐绽开笑容，眼睛里又

充满了信心和斗志……

据了解，疫情期间，横峰县心

理协会志愿者共接听求助电话

150

余人次，辅导各界干部和群众

400

余人次。 其中辅导卡点党员干

部和群众

60

人， 心理疏导小区群

众

210

余人， 服务学生微信咨询

120

余次。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鄱阳县

受疫情影响成为我市“ 重灾区”。

2

月

8

日，万年县、弋阳县

12

名医护人员迅

速集结出征，驰援鄱阳抗疫。在经过十

多天的抗疫奋战后，他们于

2

月

20

日

平安归来，截至

2

月

22

日，鄱阳县已

有

31

例康复出院。此次援鄱抗疫时间

紧、任务重、压力大。

2

月

24

日，记者

电话连线弋阳县中医院主治医生王小

英和万年县妇幼保健院护士曹富邦。

弋阳县中医院主治医生王小英

告诉记者：“ 因为我们是医疗组的，所

以进去主要负责病区的医疗。鄱阳病

情比较重一点 ，它有

6

个病区 ，我所

负责的病房在

12

楼， 这个楼层总共

有

13

个病房， 只能住

13

个病人，我

负责其中三个病房的患者。 ”王小英

的晚班时间比较长，一般是从下午

6

点接班 ， 一直上到第

2

天早上

8

点

钟。“ 夜班时间长， 在这

14

小时内，

口罩和帽子是不能取下的，只能一直

带着， 没事的时候也不敢闭眼休息，

感觉喘不过来气。 ”

王小英表示， 在鄱阳工作的那段

时间，整体还是比较顺利。“ 因为我本

身就是内科医生， 所以还是比较有经

验的。 ”她每天上午查房，除了观察患

者病情的变化， 还会对其进行心理疏

导。“ 有些患者情绪不稳定，我一般就

会询问病人有什么生活上的需求，尽

量去满足他们。 ”

万年县妇幼保健院护士曹富邦到

鄱阳的时候， 被分配在新冠肺炎阳性

患者病区。“ 我们主要负责患者的日常

护理，比如帮他们测体温，测血氧、脉

搏，还要帮他们打针、配药这些。 我们

接手的时候有

30

多个患者，然后陆陆

续续达到出院标准的有

8

个。”在外人

看来， 医护人员面对面地为病人实施

操作，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曹富邦却

直言：“ 国家有难， 作为一名医护工作

者，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这些都是

应该做的。 ”

还有许多像王小英和曹富邦这样

可爱的人，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他

们将危险和辛劳留给自己， 用生命和

汗水在我们身边构筑了牢不可破的安

全防线。

17

年前，

41

岁的青年骨干医生周少波主动请缨奔

赴抗击“ 非典”前线。

17

年后，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58

岁

的感染科专家周少波再次请战奔赴抗击“ 新冠”一线。

周少波是一名有着

25

年党龄的老党员，是广信区

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区人民医院新冠肺

炎专家救治组和区级专家救治小组核心成员， 从事感

染科疾病临床救治已长达

38

年。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

的战“ 疫”中，广信区人民医院作为广信区唯一的定点

救治医院，收治了来自全区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周少

波从疫情开始至今，每天

24

小时值守在医院，日夜不

停地参与抗疫战斗， 他参与每一位新冠肺炎患者的救

治、接受全院疫情救治的专业咨询、请院内专家会诊疑

似病人、 向上级领导汇报患者病情及报告实时数据等

各项工作，同时还忧心着医务人员、勤杂人员的职业暴

露及交叉感染， 不仅体力透支也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

力，多年的老胃病复发，他也默默忍痛工作。周少波说：

“ 现在我们感染科包括发热门诊、隔离病房，在疫情最

开始时只有

5

个医生，大多是小年轻，他们的专业水平

毋庸置疑，但高强度工作难免力有不怠，加上当时防护

物资尤为紧缺，我这心每天都是揪着的，生怕听到坏消

息。我把他们带进感染科这扇门，就得让他们健健康康

地走出去。 ”

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

2

月

7

日，感染

科收治了一位

89

岁高龄的老年男性疑似病例，肺部感

染、胸腔积液，血氧饱和度低，属于重症患者。老人看到

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站了一圈倍感恐惧， 加之呼吸

困难身体不适情绪焦虑，拒不配合各种检查。周少波临

床经验丰富，对于安抚病人的情绪自有妙招，配合家属

连哄带劝，最终平复了患者的焦虑情绪配合治疗。“ 病

人在承受极大痛苦时情绪焦躁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当

医生的医病也医心，病人其实很依赖我们，但有时会用

不太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但你得听得出来，他是太痛

苦了，是在向你求救。虽然他是被感染者但也是我的病

人，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救死扶伤是天

职，人民至上是宗旨，我必须全力救他，不能怕，也不能

有情绪。 ”

“ 只要生命还可珍贵， 那医生这个职业就值得敬

佩。”在这扇守护人民健康的大门旁周少波已站岗了数

十年，岁月沧桑，但入行、入党的初心历久弥新。他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 不顾安危，为民服务”

的情怀，体现了医务工作者“ 仁心仁术，生命至上”的厚

德。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疫”中，我们终将夺取胜利，

白衣天使们必定平安凯旋。

“ 你 是 我 心 里 的 光 ”

———横峰县心理志愿者开展疫情期间心理咨询二三事

刘向东 本报记者 孔臻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老将战“新冠”

祝蒙摇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 作为领导干部，这个时候就要敢担

当责任， 敢做身先卒， 一定要冲到最前

线，做好辖区防控工作，决不让疫情危害

群众生命安全。”信州区北门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主任徐绍群，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 从开会动员、点上巡查、汇总

材料，到对接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做好

湖北返饶人员的居家医学隔离观察，徐

绍群始终参与其中。不仅如此，开展指导

培训疫情防控工作， 安排疾控人员做好

公共场所的消毒工作， 调配防疫紧缺物

资……哪里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在成立入户体温监测工作组初期，

社区卫生中心人手不足， 徐绍群二话不

说，带头参加。 妻子心疼他身体不好，不

让去，他说：“ 在单位我是一把手，这个时

候，我不冲在前，让职工怎么想？ 领导干

部走在前，职工才能上行下效，才能把工

作做好！ ”

1

月

31

日早上，因为连日来的

劳累， 正在上门体温监测工作中的他突

然觉得腰腹部刀割般疼痛， 当时疼的直

不起腰来，同事让他休息，他强忍着疼痛

说：“ 再走走，是肾结石疼，老毛病了，说

不定一会就缓和了。 ”然而，疼痛没有停

止， 十多分钟后剧烈的疼痛让他差点休

克， 随即被随行的同事紧急用担架送往

医院治疗。 次日早上，病情刚刚缓和，他

马上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说“ 现在

的疫情防控就是打仗， 我们北门中心这

时候不能没有作战指挥员。 ”

近日，记者从市卫健委基卫科获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

15000

多名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医护人员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行着不平凡的坚守，用责任和担当筑起

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谱写出一曲曲具有时代精神的赞歌。

北门街道的“身先卒”

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

破了本该有的宁静与祥和， 然而

对余干县社庚中心卫生院医师胡

发生来说， 更为悲伤的是他奶奶

因年老逝世。

大年三十清晨，值班刚回到家

的他就接到院长的紧急通知，让他

立马赶回医院，这天是他奶奶的祭

拜日，他连墓地都没顾得上去。 回

到单位，立即召集乡村医生对武汉

返乡人员进行体温监测。

当获知余干出现首例确诊病

例后，作为老防疫医师，他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地做父亲的工作，让

他取消亲朋好友大年祭拜的风

俗，以减少人员聚集﹑聚餐带来疾

病传播的风险。 得到父亲的同意

后， 便一心扑在了疫情防控的前

线，至今没有回过一次家。

哪里需要去哪里，从医院感染

控制﹑资料收集统计上报﹑对感染

病例密切接触者健康状况监测﹑健

康教育等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当有人问起他，奶奶的头七都没祭

拜会不会愧疚？“ 作为医院副院长

我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面对疫情，

得坚守阵地，我不上谁上。 忠孝难

两全，阻击疫情，保护人民生命安

全就是大孝，家人会理解我的。 ”胡

发生掷地有声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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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小伙儿王焰彬毕业后一直

在婺源县中云镇中心卫生院从事临

床治疗工作， 在这次突然来袭的新

冠肺炎防控战“ 疫”中，他主动请战

前往发热门诊坚守。 发热门诊是筛

查新冠肺炎的最前线， 每天都要与

发热病人打交道， 负责所有来院发

热病人的就诊、登记、治疗、隔离和

护送转诊以及下班后的消杀工作。

王焰彬是个新手爸爸， 孩子才

5

个月大。 自从疫情工作展开后，他

便再也没有回过家。 一个多月以来

一直住在值班室。一日三餐不规律，

经常是吃泡面。偶尔晚上得空，才会

掏出手机与家人发个视频报声平

安。长时间的工作和营养不良，令他

病倒了，出现低热症状。由于工作岗

位特殊，家人、同事们都非常担心他

的身体。做了详细的检查后，确诊是

因感冒引起的发烧，排除了嫌疑，大

家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第

二天，本该好好休息的他，吃了药又

回到防控疫情第一线的工作中。

2

月

7

日， 王焰彬利用难得休

息的间隙，购买了

50

箱水果，送往

婺源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王焰彬说：

看到当前肺炎疫情防控形势这么严

峻， 很多人都捐款捐物， 他也有责

任、有义务做点什么，希望能够在抗

击疫情工作上尽一份微薄之力。

玉山县下镇镇中心卫生院曾尔琪

是一名准妈妈， 从大年三十开始就一

直坚守在抗击疫情前线。

防疫期间， 怀孕三个月的曾尔琪

一直住在单位，因为身体的特殊情况，

白米粥成了她的“ 营养餐”，家人提出

要来送饭并向院长请假时， 她极力阻

拦。她说，单位人本来就少，疫情爆发，

情况危急， 无论如何她都不能做“ 逃

兵”，自顾回家休息。

在下镇镇， 曾尔琪一直参与疫情

防控，院内预检分诊，卡口测体温，健

康教育宣传和入户为居家观察人员检

测体温，每个角落都有她忙碌的身影。

孕妇的体能消耗比常人要大， 为尽快

把健康教育知识宣传资料发到群众手

中，让人们尽早了解相关知识，她不顾

负重的身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

与同事们一起及时查询国家最新、最

便捷、最方便群众了解的科普知识，多

渠道、多方位及时发放宣传资料，宣传

疫情防控信息。

工作中

,

曾尔琪早已忘记自己是

一名孕妇， 家人有时也抱怨她为了工

作而忘记照顾自己的身体，她总是说，

没事，我会注意的。“ 我是和宝宝一起

在战斗，宝宝特别听话，仿佛知道妈妈

在抗击疫情，不愿意给妈妈添麻烦。 ”

她就是这样一个“ 硬核孕妈”，一个让

人不得不敬佩的“ 女汉子”。

90 后战“疫”奶爸 坚守一线的“硬核孕妈” 防控前线的“戴孝人”

本报讯 张雅琛 记者 陈建 黄珠

慧子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湖北

省无偿献血采集工作面临严重困难。

为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湖北省血液安全

供应，满足临床用血需求，我市科学制

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加强献血招

募。

43200

毫升爱心血液于

3

月

2

日

上午从上饶市中心血站出发送往江西

省血液中心，这也是继

2

月

16

日首次

支援湖北血液后的又一次热血支援。

“ 因为疫情的特殊情况，我们在正

常的采血流程中增加了一个测量体温

环节， 对每一个献血者都要进行体温

的测量。 并且加大对献血者的征询力

度，一对一的征询，每一辆献血车每个

采血位置，针对一个献血者，减少人员

密集， 降低因为人员密集引起的安全

风险。”上饶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主

任刘井会说， 为了全力确保疫情期间

血液安全，上饶市采取预约时段、分批

次采血、监测体温等一系列保障措施。

同时，加强献血招募，通过不同媒体向

全社会发出支援湖北献血倡议， 实施

网上、电话等精准预约献血，积极开展

团体献血招募工作，动员机关、部队、

企事业单位组织团体献血等。

我市第二批 4.3万毫升爱心血液驰援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