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今年 “五一” 前夕， 亢国良主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院
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和
艰巨性， 强调集团上下要做到认识到位、 人员到位、 条件到位、
保障到位、 责任到位、 关心到位、 监督到位， 确保实现 “零院
感、 不停摆” 总目标。 亢国良再三强调， 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统一指挥、 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此次战疫中经受住了实践检验。

3 月 23 日， 太康县出现疫情后， 郸城县第四医健集团先后
抽调了 5 批次 83 名医护人员， 组成核酸采样检测队， 奔赴太康
抗疫一线紧急支援， 圆满完成任务后返郸。 经过短暂的休整，
刚刚解除隔离， 5 月 5 日， 他们又与同事一起转战本县疫情防
控隔离点、 城区核酸采集点、 乡镇核酸采集点、 核酸检测实验
室、 转运专班、 方舱实验室等各大战场。

集团全员进入应战状态， 保持 24 小时电话畅通， 随时接
受统一指挥 ， 无条件服从上级指令 。 截至目前 ， 此次疫情期
间， 集团共参与并组织全县全员全域核酸检测 11 轮， 肩负城
区 5 个核酸采集点、 乡镇 2 个院区的采样任务， 对接 8 个医学
集中隔离观察点， 医院实验室完成核酸检测人数 44 万余人次，
每日平均配送中药 3000 余袋……一连串的数据凝聚着第四医
健集团 “抗疫战队” 全体队员的辛勤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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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郸城城县县第第四四医医健健集集团团的的战战疫疫担担当当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敏 文/图

������2022 年 5 月 4日，疫情突袭郸城。郸城县医共体第

四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响应县委、 县政府和县卫健委号

召，立即进入应急响应状态，全员集结、全力以赴，特殊

时刻彰显医共体的担当精神。

第四医健集团总医院院长亢国良与全体班子成员

连夜制订出征计划，所有人员团结一致，从严从快从细

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亢国良带

领集团全体干部职工， 发挥紧密型医共体统一指挥、专

业指引、智慧组织作用，县、乡、村三级联动，鮸力同心，

投身抗疫战斗中，织密织牢了医院疫情防控网，为全县

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展现了郸城县第四医健

集团的战疫担当。

������如果说这场疫情是一场风暴 ， 那么集
中隔离点就是风暴的中心。 从 5 月 4 日第一
例无症状感染者阳性病例出现， 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随着一声令
下， 各单位、 各部门高效运转， 全县 26 个
集中隔离点陆续投入使用。

第四医健集团迅速响应， 主动承担起 8
个医学集中隔离点的医务工作， 通过志愿
报名、 组织抽调相关业务骨干的方式 ， 迅
速成立了由医生、 护理人员组成的集中隔
离点服务团队， 以最快速度集结完毕 ， 并
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没有太多的磨合时间， 8 个集中隔离点
在集团统一部署下， 与驻点责任单位一道
迅速拧成一股绳， 立即制订出一套行之有
效的管理方案， 对隔离人员开展了为期 7-
14 天的集中医学隔离观察。

对新冠病毒的恐惧 、 陌生的环境等因
素让被隔离人员产生不安情绪。 医务团队
除了做好照顾他们生活起居 、 物资配送 、
健康监测、 核酸采集等日常工作外， 还要
安抚他们起起落落的情绪， 这是工作中一
大难点。

在隔离点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 第
四医健集团将人文关怀做到了极限。 “我
看不见你的脸， 但我会永远记住你们温柔
的眼神。” 5 月 10 日下午， 8 个隔离点中第
一批解除隔离的人员满怀感激地说。 为更
好地发挥党组织在防疫工作中的战斗堡垒

作用， 集团党委在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
一部署下， 在每个隔离点都成立了临时党
支部， 把临时党支部建立在最需要的地方，
让党旗飘扬在战疫最前沿。 通过党员带头，
给了驻点工作人员及被隔离人员战胜疫情

的勇气， 确保了被隔离人员陆续通过医学
隔离观察期， 分批次有序解除隔离。

截至目前， 全县仅余 8 个集中隔离点接
收被隔离人员， 其中第四医健集团对接了 7
个。

沧海横流显本色 ， 危难时刻见初心 。
疫情防控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也是检验初
心使命的考场。 面对此次大考， 郸城县第
四医健集团全体医务人员舍小家顾大家 ，
把风险留给自己， 把安全留给群众， 用投
身抗疫一线的实际行动， 践行 “知行合医”
的先锋本色， 体现了 “精于专业诚于品德”
的医院文化精髓， 展现了 “敬佑生命 、 救
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 的职业精
神 ， 以平凡之力凝聚不平凡的郸城力量 ，
全力守护 “健康郸城”、 美丽家乡！

尽锐出战
践初心、铸忠诚

������郸城县委、 县政府和县疫情防控指挥中心为确保疫情 “早
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指派第四医健集团县妇幼保
健院成立核酸检测应急队伍。 该院从积极报名、 主动请缨的医
务人员中选派了 20 名骨干力量， 组成县疫情防控核酸采集应急
突击队。

就这样，一支平均年龄不到 35 岁的年轻生力军应时而生，迅
速入驻沁园春隔离点， 在抗疫一线树立起青年突击队的鲜红旗
帜。 他们 24 小时备战，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戴着防护面屏和
双层手套，有条不紊地开展紧急采样工作。 他们两人为一组，一人
负责预检分诊、信息录入核对，一人进行核酸采样。

凌晨出征、冒雨逆行是常态，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脸上
满是口罩压痕，有的双手双脚还起了湿疹，却从没有听见他们有
一句抱怨，年轻的脸庞总是羞涩地笑着说“没事，我们能坚持下
来！ ”面对 14 秒就能感染人、来势凶猛的“德尔塔”病毒，突击队员
们头顶“无偿”、怀揣“奉献”，为了人民的健康，与病毒赛跑。 5 月 6
日至 5 月 20 日，这支突击采样队已累计完成 2000 余名服务对象
的核酸采集任务，用实际行动扛起了郸城县第四医健集团青年新
时代的抗疫责任，圆满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已于 5 月 20
日安全撤离隔离点，转入居家健康监测状态。

������第四医健集团要求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和乡镇院区均

要持续提高应急组织领导能力、 院感防控能力、 预检分诊流调
排查能力、 核酸检测能力、 医疗救治能力、 发热门诊管控能力、
应急物资储备能力、 信息报告能力、 舆情监测应对能力， 慎终
如始，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我们要求集团总医院和乡镇院区各科室按照 ‘立足于有、
关口前移、 多重屏障’ 的工作部署， 从严从实抓好每个环节把
好每道关口， 绝不能有麻痹和松懈思想， 坚决做到院内 ‘零感
染’。” 亢国良说， 院内 “零感染” 是保障这支战队拥有战斗力
的底线。 集团全体干部职工要加强防控管理， 做好应急预案，
严格做到重点部位重点防控， 做好相应物资储备； 医务人员做
好标准化防护 ， 加强院感培训 ， 严格落实 “非必要不陪护 ”
“一患一陪护” “严禁探视” 规定， 对必须来院就诊的发热患者
按要求严格管理， 加强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 做好入院人员
流调登记工作及中高风险地区人员管控， 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
险隐患； 关键部门要加强配合， 严守工作要求， 提高工作标准，
做好值班值守工作， 保持手机畅通， 及时互通情况， 严格落实
信息报告制度， 加强舆情监测。 严格落实 “四早” 等各项防控
措施， 扛牢网格化管理分区责任， 守好医院各个关口， 全力、
扎实筑牢医院疫情防控防线。

院内防控 绷紧弦、筑防线

采集先锋 比速度、抢先机

红色堡垒
最前沿、显担当

第四医健集团总医院院长亢国良、、集团党委书记杨军一线指战 闻令而动连夜逆行出征

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英勇的““疫战士””

穿上防护服就是““大白””

防控一线国旗飘扬

紧急出发

无惧风雨奔波在战疫一线

雨夜出发赴““疫””线

最模糊的照片 最清晰的爱

出发前的培训

妇幼系统核酸检测突击队

累并快乐着

情暖““疫””线
爱的回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