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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加油！向战疫勇士致敬！

到武汉后袁 经过 1 天的
培训袁 初步熟悉了方舱医院
的工作流程和电子病历系统
的使用遥2 月 17 日袁我与程小
宪主任第一批进驻江汉方舱
医院工作遥

八点接班袁 要到两点下
班袁 期间是不能喝水也不能
上厕所的遥 六点多起床袁洗漱
完毕袁泡了一包方便面袁连汤
也没敢喝遥 也是今天袁我平生
第一次穿上了纸尿裤遥

在这里袁 我还提前体验
了一把白内障的感觉袁 主要
是因为护目镜上的雾气影响
了我们的视线遥 不过袁里边工
作的同仁们告诉我们袁 这个
问题可以通过在护目镜上涂
上碘伏来解决遥

交完班袁 我和程小宪主
任负责 5 个舱袁 共 100 个病
人遥 我们工作的方舱医院中
区人很多袁但井然有序袁也特
别祥和遥 大厅由挡板隔起来袁
一个个空间就是方舱袁 每个
舱住着 20 个病人袁他们的被
褥也是崭新的袁有 24 小时供
应的热水袁有 wifi袁也有专门
的图书架袁上面有不少书籍遥

虽然在方舱医院住的病
人都是轻症袁 但这 100 个病
人袁 足足让我们花费了两个
半小时遥 在忙碌的时候袁也有
一丝的汗遥 当汗落时袁却有一
种瑟瑟的冷遥 因为防护服挡
着耳朵袁 交流的声音都比较
大袁也许是话说得多的原因袁
咽部时而有一些干痒遥

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遥
脱防护服对于我们来说极为
重要袁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
成感染遥 脱防护服的程序一
步也不能少袁 只能用快速洗
手消毒液来做手部卫生袁每

脱一步就洗一次手袁 前后洗
十多次遥

脱完防护服以后袁 又等
了一段时间的班车袁 我们回
到了酒店袁 这时已经将近五
点遥 回去以后袁我们把身上的
衣服脱掉袁 用含氯消毒液泡
了起来袁 然后冲热水澡遥 之
后袁给自己灌了两大瓶水遥 一
会儿袁 同事把热好的午饭端
过来放在门外袁我接住饭袁还
没吃完袁晚饭又来了遥 我一连
吃了两份盒饭遥

今天的饭特别香甜浴

方舱医院工作的第一天:

负责 5 个舱 100 名病人

来武汉的几天袁一些情景历
历在目遥

2 月 15 日袁 武汉天河机场袁
飞机落地袁 机长的声音再次响
起院野英雄的乘客您好袁感谢你们
挺身而出袁驰援武汉疫区袁西部
航空会在这里等候大家袁接大家
回家浴 冶

野为你们服务是我们莫大的
荣幸袁 保重袁 等着你们平安归
来浴 冶 空哥空姐深躬为我们送
行遥

到达酒店袁当打开背包的那
一刻袁禁不住泪湿双目袁这是母
亲为远行的女儿准备的行囊袁上
上下下尧里里外外尧事无巨细尧面
面俱到袁野慈母手中线袁游子身上
衣冶袁放心吧袁我知道我是黄河医
院的女儿袁 无论病毒多可怕袁无
论工作多艰辛袁义不容辞奔赴前
线就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遥

2 月 16 日袁寒冬尧病魔袁已经
使这座美丽的城市变了模样遥 又
是一场雨雪袁原本就冷清的武汉
街头更多了一丝寒意遥 下午医疗
队的成员们驱车前往江汉方舱

医院袁由武汉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附属协和医院老师带领我们提
前熟悉工作场所及工作流程遥

在回程等车的途中袁一个外
卖小哥的摩托车突然停在了骆
瑞尧赵萍和苏闪闪身边袁我们心
想是不是挡着小哥给医院人员
送餐的路了袁于是就往旁边躲了
一下遥 谁成想袁小哥从保温箱拿
了一包花生塞给了我们遥

野你们是从河南来的急救人
员吗钥 冶

野是啊遥 冶
野我买了一袋花生袁送给你

们袁感谢你们不辞辛苦来武汉帮
助我们浴 冶

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袁小哥
就骑着车已经疾驰而过遥 这是一
包水煮花生袁 没有漂亮的包装袁
只是用简易的塑料袋装着袁大约
有两斤多遥 我们知道袁小哥肯定
不是早早就准备好的袁武汉封城
之下袁是他们夜以继日地摆渡在
城市的各个角落袁 为每一家庭尧
为每一名医务人员送去必需品遥
这一包花生也许是你一天的干

粮袁也许是你给孩子带回家的一
点零嘴袁可你却毫不犹豫地给了
我们遥 一包花生一片温暖袁这是
武汉普通百姓的心声袁 谢谢你袁
小哥袁 谢谢你给我们满满的感
动遥 加油袁小哥袁加油武汉浴 我们
一起按下武汉的快捷键浴

武汉地处长江沿岸袁很少有
集中供暖遥 由于疫情的影响袁所
有酒店的中央空调系统全部停
止运行袁可能是酒店日常备品有
限袁每人只有一床被子袁说实话
在北方城市里生活习惯了的我
们袁晚上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住

宿还真的冻得有点瑟瑟发抖遥
当信息反馈给酒店袁城市便

捷酒店的钟经理立马回复院野已
经汇报上去了袁区管委会后勤今
天会给大家准备一床被子和换
洗的床单袁今天会到位的遥 冶

送来的不仅仅是被褥袁还有
脸盆尧内衣袁还有苹果袁他们说袁
苹果代表着平安遥

同气连枝是央企袁千里异乡
有亲人遥 2 月 17 日下午袁同为央
企的中电建湖北工程公司董事
长刘洪尧总经理赵启明带领公司
党群工作部尧办公室尧物资部等

部门负责人驱车来到三门峡医
疗队驻地袁看望三门峡队员遥 为
我们送来了消毒喷壶尧 洗漱用
品尧水果等一大批生活物资遥2 月
18 日晚袁又为部分队员送来了羽
绒服等御寒衣物遥

2 月 19 日袁合鑫物业授予医
疗队队员王飞红 野合鑫最美业
主冶袁 免了王飞红三年的物业费
作为奖励遥

放心吧袁 家乡的亲人们袁我
们在这里很好袁我们会尽全力完
成这次光荣的任务遥 病毒不退袁
我们不退浴

我是“黄河三门峡”，我们一起按下武汉快捷键！
讲述院黄河三门峡医院驰援武汉医疗队 刘晋豫尧杨雯丽尧苏闪闪尧王飞红尧王阁 作者院冯少彬

2 月 17 日袁 我们值第一个护
理班袁凌晨 2 点到早上 8 点遥

晚上 11院30 起床袁因为是第一
个班袁大家心情比较激动袁其实也
没有怎么睡遥

洗漱袁速度很快袁头发都剃了袁
打理起来很方便袁 因为要穿防护
服尧戴护目镜袁裹得严严实实袁面
霜尧护肤霜等等全省了袁20 分钟后
准时出发遥

到达江汉方舱医院袁 进入员
工通道袁穿防护服袁戴口罩尧帽子尧
护目镜袁三层手套袁一整套防护物
品穿下来已经大汗淋漓尧 透不过
气来袁就是什么都不做袁一会就有
想要窒息的感觉遥

江汉方舱医院设在武汉会展
中心袁面积很大袁上下两层袁每层
都分成东尧中尧西三个区袁设置床
位 1600 张袁 目前在院病人 1573
人遥 由于是凌晨袁病区内很安静袁
绝大部分病人都已安全入睡袁只
有来来往往的医务人员在忙碌
着遥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方舱
医院的综合协调工作袁 简单一点
就是说负责全院药品尧生活物资尧
餐饮尧检验检查单尧办公物资的转

运尧登记尧按区分发袁协助门诊入
舱护士进行入院患者的筛查尧出
院患者的登记尧 表格填写和病历
分类保管等工作遥

1573 人的药品保障尧1573 人
的生活物资保障尧 随时需要的医
疗物资噎噎

一夜下来袁 我简单统计了一
下袁领取尧登记尧分发药品 200 多人
次袁接收尧转运尧分发早餐 1573 人
份袁病人的早餐还好袁营养搭配很
很均衡袁每人还有一盒牛奶遥

早餐转运尧登记尧分发工作量
最大袁光推就推了 20 多车袁我们这
一组绝大多数都是女孩子袁 力气
单薄袁推起来还真的有些费劲袁穿
上防护服很不方便袁蹲下尧站起都
很困难袁戴上护目镜袁对面的人都
看不清袁每隔几分钟袁都要喘一口
气袁稍微停一停遥

早上 9:30袁交班完毕遥 出舱更
换防护服袁武汉这两天天气很冷袁
舱内忙起来一身汗袁 里面的衣服
全部湿透袁出舱换衣服袁还是有点
冷遥

一个好消息袁夜间没有病人入
院遥

护理第一班：

夜间没有病人入院
作者院黄河三门峡医院驰援武汉医疗队护理组组长 张丽

石磊在江汉方舱医院前

热情的空姐空哥 快递小哥

本报讯 12 月 17 日下
午袁湖北工程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刘洪袁总经理尧党委副
书记赵启明带队来到位于武
汉市汉阳区的一处定点酒
店袁 为援鄂的公司黄河三门
峡医院 23 名医务工作者送
去慰问物资遥

刘洪尧 赵启明向援鄂医
疗队表达了深深的谢意遥 他
们深情地说袁 我们是中国电
建的兄弟姐妹袁 你们来到武
汉袁是来帮助武汉战胜疫情袁
帮助武汉人民渡过难关遥 你
们在武汉有任何的困难袁请

放心袁 我们湖北工程人就是
你们的娘家人袁 我们一定会
拼尽全力遥

2 月 15 日袁我公司黄河
三门峡医院作为河南第八批
援鄂医疗队的成员袁 当天集
结援鄂医疗队袁 从三门峡启
程赶赴武汉遥 湖北工程公司
看到这则新闻后袁 立即与公
司党群工作部和援鄂医疗队
联系袁 第一时间向援鄂医疗
队表达感谢之情袁 并主动提
出希望为援鄂医疗队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遥

渊湖北工程公司供稿冤

湖北工程公司为我公司援鄂医疗队送去慰问物资
本报讯 渊记者 倪萌聪冤 2 月

18 日下午袁 公司召开 2020 年市场
开发工作会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玉峰
在会上指出袁2019 年公司市场开发
工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袁 但新
签合同与合同存量之间存在严重不
对等袁有效合同存量与野六三冶战略尧
野三百冶行动目标存在差距遥 要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袁 一手持续抓好疫
情防控袁 一手切实抓好特殊时期的
市场开拓工作袁确保公司 2020 年市
场开发实现大的突破遥

张玉峰强调袁 一要加强市场开
发工作的领导力量遥 发挥区域和专
业优势袁做到总部统筹尧区域协同尧
专业联动遥 二要聚焦重点区域和重
大市场遥三要深耕细作袁开展深度营
销遥认真梳理跟踪项目信息袁有计划
有重点地去开展工作袁 顺应形势采
取更加贴合实际的营销策略袁 抓住
关键点尧关键人袁始终做到全过程营
销遥四要提高市场开发队伍素质遥五
要强化履约能力遥同时袁各单位都要
为市场开发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帮助遥

公司总经理尧 党委副书记夏水
芳指出袁 各单位要做好国内外新形
势下的市场研判袁 完善公司市场开
发体系袁加强与集团区域公司尧平台
公司的合作袁 做好重大项目编标的
技术商务统筹工作遥

公司副总经理陈双权尧宋维侠尧
刘本江围绕分管工作分别讲话遥 副
总经理宋维侠下达了公司 2020 年
市场开发工作任务遥 副总经理朱晓
明作了公司 2019 年市场开发工作
专题报告遥

切实抓好疫情防控时期的市场开发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贞 娄曼
曼冤 在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袁2
月 18 日上午袁 公司以现场+视频
的形式召开疫情防控尧 复工复产
暨 2020 年工作渊视频冤会议袁并套
开 2020 年生产经营暨安全生产
工作会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
玉峰在会上作题为 叶众志成城共
克时艰袁凝心聚力稳中求进袁为推
动公司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曳
的讲话袁公司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
夏水芳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遥

张玉峰在会上指出袁 在当前
形势下袁疫情防控是头等大事袁生
产经营也要进一步推进袁 各项工
作也要尽快布置下去遥2019 年袁公

司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
化袁全面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遥 张
玉峰深入剖析了 2019 年公司生
产经营和改革发展进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袁 客观分析了疫情可
能给建筑行业带来的变化袁 给企
业带来的影响与挑战袁 提出 2020
年公司的工作思路与生产经营总
体目标袁 强调要认真落实股份公
司 2020 年部署要求袁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袁坚持新发展理念袁
以野一带一路冶尧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尧 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国家战略为契机袁 以混改
和股权激励为抓手袁 以党建为引
领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袁以提升业

绩为目的袁 以干部队伍建设为支
撑袁 以制度建设和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为保障袁加快实施野六三冶战
略尧推进野三百冶行动袁全面开创公
司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遥

张玉峰强调袁 要围绕高质量
发展要求袁 实现效率和效益双提
升袁 正确处理好规模扩张和质量
效益的关系遥 那么什么样的指标
才是高质量发展呢钥 首先是经济
指标要优曰二是核心竞争力要强曰
三是发展要有可持续性遥 还有我
们的业务结构调整尧转型升级尧改
革创新等方面要有新进展遥 如何
实现高质量发展呢钥 一要抓管理遥
二要抓创新遥三要抓能力建设遥与

此同时袁 领导干部要具备四种意
识袁 一是责任意识遥 二是忧患意
识遥 三是发展意识遥 四是创新意
识遥 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方面袁要
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袁 不断增强安
全意识袁提高安全管理能力曰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袁 切实加强
海外安全管理工作遥

张玉峰围绕公司远景发展目
标尧改革创新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等方面提出要求遥 强调要围绕打
赢防疫阻击战袁 确保疫情防控与
生产经营两不误遥 各单位要牢牢
压实防控责任袁 强化日常防控工
作袁 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到
实处袁 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遥 同时袁各单位尧各部门要
结合这次疫情的特点及各地区的
不同要求袁 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
策袁主动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袁积
极复工复产袁加快推进生产经营袁
努力完成今年的目标任务遥

夏水芳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袁
一要把握形势袁抢抓机遇袁努力开
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遥 二要突出
重点袁撸袖实干袁高效落实各项目
标任务遥 三要提高认识袁 强化责
任袁有序推进项目复工复产遥

公司副总经理郭彦明对公司
安全及三项业务工作进行总结和
安排遥 会议对公司 2020 年生产经
营计划进行了说明遥

公司召开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暨 年工作（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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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公司黄河三门峡医院医疗队抵达

武汉后，经过培训，迅速投入到方舱医
院的工作中，展现出大爱无疆、医者仁
心的崇高情操和众志成城战疫魔的大
无畏精神。详情请关注本期三、四版！

埃塞俄比亚 公路工程顺利移交

由公司承建的埃塞俄比亚
公路项目一次性通过了埃

塞国家公路局、南方州公路局、
监理单位联合验收， 月 日取
得移交证书。

该项目位于埃塞俄比亚南
方州，是蒙巴萨 内罗毕 亚的
斯亚贝巴道路经济走廊的一部
分，总长为 公里的沥青混凝
土路面。（李金平 文图）

本报讯 渊记者 倪萌
聪冤 2 月 10 下午和 2 月 11
日上午袁公司组织开展野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护冶知
识讲座遥

讲座从新型冠状病毒
的临床表现和消毒防护入
手袁重点讲授了工作区域防
护知识袁 包括上班途中尧入
室办公尧参加会议尧食堂进
餐尧公务出行等办公过程中
如何进行自我防护遥 同时详

细演示了 野六步洗手法冶和
口罩佩戴方法袁最后对何时
应该就医尧就医注意事项以
及个人和居家防护等内容
进行了说明遥 讲座结束后袁
黄院长为大家解答了生活
与工作中涉及新型冠状病
毒防护的疑惑遥

听完讲座后袁大家增强
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信
心袁减少了盲目担心的恐慌
情绪遥

公司举办新冠肺炎防护知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