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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2月12日电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
刘会宾报道：今天上午，火神山医院一名患者首次
核酸检测呈阴性，各项指标基本恢复正常。该患
者入院后，病区结合他的病症制订了以口服药为
主的治疗方案。所在病区主任赵玉英说：“科学救
治、对症治疗，才能让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连日来，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按照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不断优化诊
疗方案，坚持科学施治和防护，坚持中西医结合，实
行分级分类诊断救治，全力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为提高治疗效果，火神山医院制订了医疗、护

理、保障等 33项制度，规范治疗流程，加强感染控
制，建立了一整套科学施治办法。医院对每一名
患者实施个体化诊疗，配合开展营养治疗、心理疏
导和康复训练为一体的综合治疗模式。建立专家
会诊制度，重点对一些疑难、危重和难以界定的病
情，通过专家会诊提出治疗方案。
“打胜仗、零感染”，是军队医务工作者的目

标。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构建联防联控机制，对
全体医护人员进行安全防护培训，全域覆盖防控
督导，实行分区封控管制，落实科室、病区医护人
员每日监测制度，不断提升科学防护水平。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坚持科学施治抗击疫情

今天一大早，火神山医院感控六
科一病区副主任康生朝和医生马昊
昱就进了病房。他们先是相互检查，
反复确认防护措施安全无误后，在无
线监控网络这个“火眼金睛”的注视
下走进病房。

在火神山医院，所有医护人员上
岗前都要进行感控知识考核，不合格
者一律不准上岗。火神山医院医务
部副主任吴风富告诉记者，全面战
“疫”，科学是有力“武器”。

“科学出战斗力，严格出战斗
力。”该医院医务部助理黄顺红这几
天一直和感控专家一起严密查找感
控薄弱环节。她说，医护人员在“红
区”内进行高强度工作后，身心非常
疲惫，在脱防护服时容易出现操作失

误。因此医院专门抽组感控专家成
立督导组，对医护人员进行实时远程
指导提醒。
“依靠科学防疫，防疫需要科

学。”这几天在医疗队各驻点采访，以
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手
段应对疫情的事例比比皆是。
“接上级通知，30分钟后将有近

90 名患者送至我院，迅速做好各项
接诊准备。”医院接诊中心主任李奕
鑫交待队员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后，各项准备有条不紊展开。病人
到达后，被顺畅地分类到相应科室
接受治疗。

李奕鑫介绍说，为确保转诊病人
快速高效分诊，他们科学统筹，周密
准备，提前与转诊医院进行病人信

息对接，利用信息化手段实行病情
共享，再生成患者信息条形码。只
需轻轻一扫，患者的姓名、年龄、性
别以及基本病情就可全部获知，接
诊中心可依据条形码信息提前对患
者进行预先分诊。

信息化助力疫情防控。2 月 9
日 17 时 15 分，一场依托 5G 远程技
术的特殊会诊，在解放军总医院和
火神山医院之间实时展开。解放
军总医院充分发挥体系、技术优
势，专门组建远程指导会诊组。会
诊组涵盖急救、重症、呼吸、感染等
12 个专业，20 位知名专家 24 小时
备勤，为火神山医院提供了科学救
治力量支撑。

（本报武汉2月12日电）

火神山医院——

“科学出战斗力，严格出战斗力”
■本报记者 孙兴维 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白子玄

近日，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天城

镇四级主任科员罗浩，因在疫情防控

中表现突出，被火线提拔为镇党委委

员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人们在为罗

浩同志先进事迹点赞的同时，也纷纷

为该县党委慧眼识珠、选贤任能的做

法叫好。

几天来，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不

断从疫情防控一线传来。武汉金银潭

医院院长张定宇、“疫情上报第一

人”张继先被给予记大功奖励；多名

在一线抗击疫情的军地人员被组织批

准火线入党……一时间，他们成为奋

战在疫情防控阵地上最美的身影，成

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在被提拔重用和受到表彰的人

员中，不管是地方干部，还是部队

官兵，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关键

时刻勇挑重担、敢打硬仗。他们

中，有的善于指挥调度，安排谋划

科学周密；有的不顾个人安危，连

续奋战冲锋在一线；有的克服家庭

困难，用爱心耐心守护患者……在

急难险重任务面前，他们就是排头

兵，就是生力军。有了他们，即使

形势复杂严峻，也能稳住阵脚，扭

转局面，取得胜利。

越是危急关头，越能甄别和筛选

干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许多将帅

都是从血与火的斗争一线成长起来

的，其中不乏在生死危亡之际火线提

拔的战将。同样，在和平年代，那些

敢担当、善担当，想干事、会干事、

干成事的干部，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来

说，是最可宝贵的财富。当下，面临

防控阻击疫情的严峻挑战，及时让这

些能打硬仗、打胜仗的干部受重用、

得奖励，必将极大地振奋人心、鼓舞

士气，对疫情防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正如《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评论的那样：“大战之际、大考当

前，我们尤其需要有这样的干部政

策，既立场鲜明、导向正确，又立竿

见影、激励一片。”

关键时刻见担当。战“疫”，

需要能打胜仗的人。当前疫情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全面落实联防联控

措施亦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需要更多能打硬仗、敢

啃硬骨头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各

级组织要擦亮眼睛，为担当者担

当，为实干者撑腰，该重用的重

用，该奖励的奖励；要有为这类干

部撑腰鼓劲的制度和保障，不能让

“能者上、庸者下”停留在口号

上；要积极建立完善容错机制，对

诚心干事之人宽容以待，让他们心

无旁骛，轻装上阵，保持攻坚克难

的最佳状态。

（作者单位：军委后勤保障部军

需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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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胜败，可谓是演兵场上的常事——
曾遭遇“蓝军”假扮人质诈降，也曾在
追击途中误碰敌人埋设的“诡雷”……
作为反恐作战一线指挥员，武警云南
总队某机动支队中队长刘铜钢都经历
过。在初春的训练间隙，久经沙场的
刘铜钢谈起不久前的一次失利，久久
难以释怀——

城郊，一场公交车反劫持演练进入
白热化阶段。“暴恐分子”朝侦察队员方
向猛烈射击，企图破坏侦察行动。

两侧车窗遮挡，敌暗我明。根据之
前侦察得知对方的人数、方位和车辆参
数等情况，刘铜钢决定：一方面，与“暴
恐分子”周旋谈判；另一方面，各突击组
从多个方向展开，作好立体突袭准备。
其中，爆破手杨阳随一组突击队员抵近
后侧车窗，试图以此为主攻方向，爆破
后突入。

谈判破裂，刘铜钢果断下令展开突
袭。
“不好，后窗爆破面积过小，突入受

阻！”最后环节突生变数，让刘铜钢措手
不及。

此时，“暴恐分子”已惊觉，开始枪
杀车内“人质”。虽然“暴恐分子”最终
被击毙，但多名“人质”伤亡，此战已
败！
“爆破为何不到位？”现场复盘会

上，这个问题引发大家的思考。
“这几年，我们对各类交通工具窗

户玻璃的材质都有研究，还制定了多种
爆破当量表。”爆破手杨阳很委屈，“演
练现场我们按侦察员提供的公交车车
窗数据配装药量，按说不应该出问题
啊。”
“问题出在玻璃上！”原来，在演练

开始之前，导调组悄悄设置了“部分
车窗玻璃因损坏进行过更换”的情
况，更换的玻璃类型与强度发生变
化，旨在检验部队临机应变能力。刘
铜钢感叹说：“公交车玻璃被‘偷梁换
柱’，由于事态紧急，我们的侦察员未
经细致调查，凭着经验将数据传递给
爆破手，导致爆破面积不够，解救人

质失败。”
“实战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取得

胜利的关键，只有到一线实际查、实际
看、实际测，随机应变，才能把握胜算。”

支队长张定乾接过话茬。
事后，这个支队举一反三，针对演

练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再复盘，梳理出 10
余条不符合实战要求的惯性做法，列入

训练问题清单进行整改。
上图：武警云南总队某机动支队开

展反恐演练，特战小组协同突击。

胡 程摄

武警云南总队某机动支队一场反恐演练，破窗突袭意外受阻—

定向爆破，这次装药量为啥不够
■胡 程 许秋雨

■支队参谋长 刘 二备战札记
经验，作为一种由亲身经历获得的

认识，于军人来说，对任务完成弥足珍

贵。但是，经验只有与最新情况相结

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为正

确处置提供准确依据。

正如面对“反劫持”这个常规课题，

经验也会成为一种“思维迷雾”。正是

这种凭经验处理的惯性思维，导致这次

行动最终失败。可见，经验有时可能是

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古人说“胜战不复”，意思是用这个

方法打胜了，下一次再照此去打，就不

一定能取胜，甚至还可能失败。这是因

为世界上不会出现完全一样的两场战

争，即使同样的人、同样的理论、同样的

打法，在不同的条件下也可能会有完全

不同的结果。在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

的今天，我们要敢于打破“以前是这样

的”“我们那时如何如何”等经验主义束

缚，一切从实战出发，锤炼反恐处突、克

敌制胜的真本事。

经验可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要 闻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星期四版面编辑/夏洪平 熊永新

“名字叫壮壮，家长刚给孩子起的小名，
茁壮成长！”2月11日上午，在中部战区总医
院儿科病房里，指着透明玻璃箱里的孩子，
护士长杨新凤眼中流露着欣慰。

小壮壮父母都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正在住院治疗，目前双双病情好转。从出
生起，小壮壮就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为期
14天的隔离观察治疗，两次检测结果显示
未感染新冠肺炎后，10日转到了普通病房。
“调动一切力量救人，尽一切可能救

人！”医院卫勤部部长何君介绍，疫情发生
后，医院第一时间提高防护等级，组建疫
情防控专项任务指挥部，全面统筹协调疫
情防控工作。
“我们建立完善指挥、救治、防控、保障

体系，选强配齐医疗骨干力量，组建突击
队、预备队，为打好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

击战做了充分的准备。”何君说。
在武昌院区，成熟一个病区开设一个

病区。他们腾空中西医结合科和康复理疗
科病房，从一层楼的感染科病房，到腾出整
栋楼建设感染病区，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
者。在汉口院区，增设发热病区，集中收治
普通肺炎患者，实现病人分区、分类救治。

该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王琼书和感
染科主任江晓静，被同事称为“黄金搭档”，
从抗击非典开始，他俩就一直并肩战斗。
“‘打胜仗、零感染’，必须一手抓治、一

手抓防，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措施，实现战
胜疫魔的最终目标。”王琼书说，要抓好预
检分诊、接收救治、信息报送、技术培训、防
控保障的各个环节，对所有医护人员进行
岗前安全培训，重点做好工作期间的个人
防护和上下班的准备工作。

“我们刚刚修订完善第3版《中部战区
总医院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巩固好的经验
做法，拿出更有效治疗方案。”江晓静介绍，
该院按照国家关于治疗新冠肺炎的诊疗指
南，实行分级分类诊断救治，结合临床实际
不断优化诊疗方案。

江晓静说，在加强医疗救治方面，医
院充分借助各方力量，丰富救治手段，利
用远程会诊系统与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建
立联系，并及时了解武汉市各定点医院救
治经验，为重症患者量身定制诊疗方案，
确保患者得到有针对性的治疗。

（本报武汉2月12日电）

左上图：2月12日，中部战区总医院支

援武汉定点医院医疗队医护人员在查房。

图为医护人员与患者相互加油鼓劲。

王皓宇摄

中部战区总医院——

“调动一切力量救人，尽一切可能救人”
■本报记者 陈国全 通讯员 柯 磊 李 锐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优化诊疗方案 全力救治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