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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OMEN'S NEWS 专刊致敬中国女性医务工作者

辉瑞中国助力健康中国2030

疫情防控，
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记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免疫预防所所长刘艳

编
者
按

“双倍的爱致敬伟大”公益项目系列报道②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又到了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一年前的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是英勇无畏的“白衣天使”们勇敢站在了战“疫”第一线，用他们的
大爱和坚守，为中国百姓和妇女儿童们筑起了抗击疫情的坚固防线。

时隔一年，由中国妇女报发起，辉瑞中国公益支持的“双倍的爱致敬伟大”公益项目，
希望向服务于广大中国妇女儿童的各大医院的妇产科、儿科以及各省市疾控中心、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卫生机构的女性医务工作者们致敬，感谢她们用自己的大爱、责任、
奉献和坚守抗击疫情，护佑母婴健康，保障妇女儿童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担负起天下最无私的职业。”本期我们讲述两位疾控“铿锵玫
瑰”的战“疫”故事。正如她们所言：“在防疫一线，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苔花如米小，也
学牡丹开”。她们的故事值得被铭记，她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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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高越

“在防疫一线，哪里需要我就去哪
里，我们不能害怕，如果我们专业人员
的心理素质不好，那群众该怎么办？”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
所长刘艳，在电话中这样对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说，温柔的声音中充满
坚毅。

“四支部党员刘艳申请上抗疫一线，
为人民服务，我时刻准备着！”刘艳至今
还清楚记得去年她主动申请前往一线时
所说的话。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从那时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整
个过程刘艳都没有缺席，为人民健康安
全时刻保驾护航。

严防疫情输入，“疾控夫妻”相
互支持坚守国门

去年疫情初发的除夕夜，盒饭就
是刘艳的年夜饭。当时，载有 335 名
乘客的 TR188 航班从新加坡飞抵杭
州，其中2名武汉乘客出现发热症状，
杭州市疾控中心迅速出动。大年初
一，刘艳和同事立即对乘客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评估集中医学观察的必要
性，并冒着被感染风险完成对所有乘
客的咽拭子采样。事后证明，这次集
中医学观察成功使传染源得到严密控
制，避免了疫情扩散。

2020年3月初，浙江省疫情防控重
点转移到防控境外病例输入上。刘艳被
派驻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疫情防控工作小
组，负责上机排查重点国家（地区）的来
杭旅客。机舱内空间狭小、防护服密不
透风，经常会汗流浃背、湿透全身。为了
节省防护物资，刘艳上机前不敢喝水，坚
持七八个小时不换防护服。面对旅客们
的焦虑躁动，她总是耐心安抚。在一次

转运旅客过程中，多日连续
工作的她不慎滑倒，头部受
伤，鲜血顺着防护服直流，但
她依然坚持安排好工作后才
去医院处理。头部缝针的

她，第二天就上线办

公，时刻关注疫情的最新变化。
在疫情防控中，刘艳充分发挥其数

据统计分析专业的优势，与团队成员每
日对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进行梳理，用流
行病学方法描述疾病的传播过程，理清
病例之间关系并将其可视化，绘制疫情
风险“五色图”，用最精准数据展现最新
进展，为疫情科学防控和政府精准施策
提供强大依据。

刘艳的丈夫也是杭州市疾控中心的
一员，在实验室负责病毒检测，数月来亦
是通宵加班、坚守一线。由于工作时间
错位，他们虽在同一个单位却难得碰面，
只能偶尔用简短信息为对方加油鼓劲。
疫情期间，刘艳母亲的高血压很严重，夫
妻俩无法亲自照顾，只有委托亲属送母
亲就医。说起这个，刘艳忍不住红了眼
眶，“疫情当前，有多少疾控人都不顾小
家坚持在一线，这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
任”。

疫情防控常态化，尽全力确保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最近正处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关键时期，我们首要任务就是疫苗接
种工作。”刘艳告诉记者，往常杭州一
年预防接种针次数 500多万，而现在
仅上半年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就可能
达到七八百万的接种针次数。“在如
此巨大接种量面前，我们人手和资源
不足，每个人工作量都很大，许多门
诊上午在做儿童常规疫苗接种，下午
又开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大家工作
时间长、压力大，基本上全天都在工
作。所以我们会开展一些人员培训，
让更多医生参与这项工作。”

“基层预防接种人员非常辛苦，一针
一针的工作看似平常，效果却非常大，为
群众身体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
名管理者，刘艳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包
括人员培训、疫苗管理、门诊建设、异常
反应调查等。“我的电话都快成热线了，
基层经常会打电话咨询我各种问题。”刘
艳笑着说。

刘艳呼吁大家都主动去接种疫苗，
“如果我们都有了免疫力，不但有利于自
己，也有利于他人，利于整个国家，这是
预防疾病的最有效方式，也是一个人社
会责任感的体现。我认为应该加大宣传
力度，通过社区、单位等组织，如果全社
会都能参与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中
来，各部门齐心协力做好组织工作，接种
效率就能大大提高。”

“我们团队非常团结，大家都齐心协
力解决遇到的每一个问题。疫情期间，
很多同事原本买好了机票打算回家过
年，但却主动取消留下来和我并肩作
战。”虽然工作繁忙，但刘艳内心依然充
满了幸福感，“有一次给一位老人接种完
疫苗后，他给接种门诊医生写了一封感
谢信，门诊医生和我都非常感动，这意味

着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
支持。”

今年是刘艳在疾控中心奋斗的
第18个年头，一直以来她始终默默
耕耘，无私奉献。为保障预防接种
的安全有效实施，她和团队成员一
家家上门实地指导预防接种门诊规
范化建设，积极推动预防接种信息
化建设，实现疫苗接种全程可追溯；
为提升预防接种服务质量，她在全
国率先提出市级理论培训和预防接
种实践基地实习相结合的预防接种
人员上岗培训模式。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群众能通过疫苗的规范接种
得到有效免疫保护，少发病甚至不
发病。这是刘艳的心声，也是广大
疾控人员的心声。

像消防员一样，
随时扑灭病毒火苗

——记广州市越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许斌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高越

“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
世”，每当她冲锋在前时，脑海中总会
浮现出母校中山医学院的这句医训，
从非典、甲流、埃博拉、登革热等重大
疫情，再到新冠肺炎疫情，她从未有
过半步退缩。她就是许斌，广州市越
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
主任，她从事疾控工作已经30年了。

“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担负起天
下最无私的职业。”许斌告诉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这是她的座右铭，
也是她在疫情期间的真实写照。整
个2020年，许斌每天都处于“白+
黑、5+2”的全天候高强度工作环境
中，有时候疫情处置电话一天多达
200个。在疫情防控最紧张阶段，
她每天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高强
度工作一度让患有室上性心动过速
的她早搏频发、血压飙高，直接累倒
在现场，但只休息了两天，她又带病
坚守在工作岗位。

与病毒赛跑，创造多个防
疫全国“率先经验”

2020年3月21日，广东已连续
15天无本地确诊病例，全国已3天零
报告。突然，越秀区一位居民金某核
酸检测呈阳性，确诊为新冠肺炎。这
一病例从哪里来？因何感染？人们
又开始恐慌起来。这时，所有压力都
集中在许斌身上，她必须第一时间找
到传染源，避免社区传播，同时也避
免群众和社会的恐慌。

许斌立刻奔赴现场组织开展流
调，同时组织省市疾控流调专家对
该病例活动轨迹进行细致的追踪分
析和研讨，发现刚从土耳其回来的
一位朋友在潜伏期将新冠病毒传染
给了金某。“那时候我压力很大，因
为我们意识到当时只是对十个重点
国家开展防控，可能有漏洞。”许斌
告诉记者，“当时在报告病例时只有
3种情况，本地感染病例、境外输入
病例和武汉湖北病例，而我们发现
这不应叫做本地感染病例，精准流
调告诉我们他是由输入病例入境时
传播引起的，应再增加一个新的病
例定义——境外输入关联病例。”许
斌和省市专家一起提出“境外输入
关联病例”的概念，得到了上级部门
高度认可，由此创造了该类病例的
全国统一命名，推动政府部门及时
修订境外输入疫情防控措施，为广
东省将境外输入疫情扑灭在萌芽做
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压力很大，但当时我脑海
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必须要
与病毒赛跑，要走在病毒前面解决
问题，保护更多百姓。”许斌说。3月
22日晚，越秀区疾控中心对机场入
境的40多名外国旅客进行核酸检
测时，排查出 5 例非洲籍阳性病
例。许斌马上向上级提出应高度关

注和重视非洲国家新冠肺炎流行情
况，落实重点人群排查，严防社区传
播的预警建议。她带领团队进行深
入流行病学调查，为全市非洲籍人
员疫情防控工作及严防社区传播奠
定了工作基础，及时排除输入疫情
引发的本地传播风险。

疫情期间，许斌和团队先后处
置了包括“某餐厅聚餐疫情”、

“ET606航班案”“美妙美食店”、“矿
泉风波”等多起典型案例，为推动全
市科学防控境内及输入疫情提供了
依据和参考。她还与公安部门联动
建立流调工作专班，成功处置聚集
感染事件，实现所有处置病例可溯
源、可追查、可管理；推出“一街一方
案”“一部门一方案”的常态化防控
措施；她和同事们提出“三人小组”
社区防控排查模式，通过指导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安部门共同
组成的“三人健康监护小组”连夜展
开搜索并进行健康管理，对流调甄
别的密切接触者及时全部转运至集
中医学观察场所，有效阻断疫情的
社区传播；同时，她带领越秀疾控规
范做好隔离场所防控工作，总结形
成“隔离场所管理模式”等多个全国

“率先经验”并被推广。
“现在我们依旧要对发热门诊、

隔离酒店等15类重点场所及相关
人员进行采样监测，防患于未然。
作为一名疾控人，我感到十分骄傲，
我们就像消防员一样，把病毒的火
苗扑灭，让人们可以健康安稳生
活。我的职业价值也从中得到了实
现，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许斌对自
己的职业充满热爱，她也是越秀区
人民心中的健康守护神。

发挥工匠精神，率领团队
团结一致担当奉献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
是许斌最喜欢的一句诗，也是她心
中对自己团队的描绘。“我们团队奉
行工匠精神，每个人内心都充满了
温暖和爱，真正做到了‘敬业、专业、
担当、奉献’。大年初一发出号召，

初二就全员回来上班，连很多退休
老职工都会向我请战……”谈到这
里，许斌眼中泛起了泪花。

在许斌团队中，有许多80、90
后，2003年他们因为“非典”报读预
防医学专业，2020年他们默默换上
防护服，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应
急队长周德谦第一时间将未满月的
二胎宝宝和妻子送回老家，尽全力打
好这场硬仗；作为驻点小组长，余少
珍不顾自己发烧，带领组员们连续三
天三夜奋战；消杀领队黄亮宇的妻子
生病，儿子即将中考，他仍然一直坚
守在一线；大年初一，李洪玲接到驻
点密切接触者集中医学观察场所的
任务，酒店服务员、保安因为恐惧全
部离开，驻点酒店面临着无人打扫卫
生、无人送餐、无人服务的“三无”情
况，李洪玲和同事们既当医生又当服
务员，还要当水电工、营养师……许
斌团队成员每次还会耐心和患者聊
天，让他们消除害怕和担心，既专业
规范，也充满“人文关怀”。

作为一名女性医务工作者，许
斌要承担来自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
力，但她永远充满正能量。“我认为
抗压的好办法是锻炼和读书，我每
天早上坚持晨跑已经9年了。我也
很喜欢在晚上看书来解压，拥有健
康心态并终身把学习作为习惯很重
要。我们单位每年都会有‘书香疾
控’活动，鼓励大家多读书。作为一
名党员，我认为最重要是把党的温
暖和爱心发挥出来，辐射到身边每
一个人身上。”

“基层疾控的发展还存在差异
化短板，需要加强区县一级疾控中
心的队伍建设，增加编制，政府应
加大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将其
制度化，逐年增加。今年‘两会’冯
丹龙委员建议加强预防接种人员
队伍建设，我觉得他抓住了基层的
痛点，增加接种人员队伍编制，积
极推动预防接种的数字化信息化
发展，就能整合更多力量提升预防
接种的水平和能力。”对未来许斌
充满信心。

刘艳

许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