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针已指向时针已指向1717时时，，上午上午1111时走时走
进核酸进核酸检测实验室的市一人民医院检测实验室的市一人民医院
精准医学中心实验员谢梅花精准医学中心实验员谢梅花，，才缓才缓
缓走出负压实验室缓走出负压实验室。。连续连续66小时没小时没
有进食进水有进食进水，，也不能上卫生间也不能上卫生间，，脸上脸上
写满疲惫写满疲惫，，但她却轻声说道但她却轻声说道：：““我是一我是一
名医务工作者名医务工作者，，穿上防护服穿上防护服，，我就是我就是
战士战士。。””

作为市一人民医院新冠核酸检作为市一人民医院新冠核酸检
测主力队员测主力队员，，自自 11 月月 2626 日接受任务日接受任务
开展首次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开展首次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
二十多天里谢梅花没有休息过一二十多天里谢梅花没有休息过一
天天。。在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在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场上，，谢梅花和她所在的团队谢梅花和她所在的团队————
市一人民医院精准医学中心的同事市一人民医院精准医学中心的同事
们们，，日夜与日夜与““毒毒””共舞共舞，，彰显了向彰显了向““死死””
而生的坦然而生的坦然。。而在公众和病患面而在公众和病患面
前前，，他们几乎连背影都未曾闪现他们几乎连背影都未曾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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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四中

踊踊跃为防跃为防疫疫献爱心献爱心
本报讯（李志刚）“我年纪大了，帮不了什

么忙，也不会微信转账，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麻
烦您一定转交给需要的人。”近日，80岁的岳阳
市四中退休教师陈洛云走出家门、来到马路
边，把手中的1000元现金交到学校工会负责人
的手中。

2月14日晚上，市四中收到市教体局工会
有关为这次防控疫情工作组织募捐的文件，学
校于2月15日上午8:00在学校微信群里发出募
捐的倡议。学校主要负责人在第一时间捐款
1000元，其他领导和老师纷纷加入进来，截至2
月15日下午5:00，短短9个小时，共有251位在
职和退休教师踊跃参与，通过微信转账等途
径，就募得爱心款64300元。

今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学
校延迟开学，家长担忧、学生焦虑。市教科
院积极响应市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德华
去年针对教研机构提出的“切实加强教研部
门的建设，提高服务教育教学的能力”的殷
切期望，密切回应社会关注，于1月29日起
在全省率先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在线学习”，
特别是高三学生网上复习答疑活动，受到了
家长和学生的欢迎。在全省“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中小学网络教学调研问卷”中，我市师
生的满意度达90%以上。经《湖南日报》、省
人民政府网站等报道，创下了疫情防控期全
国范围内市级教研机构率先主动作为、暖心
服务师生所盼的佳话。市教科院为学校、为
师生、为社会服务是没有止境的，新时期教
研员还需要不断加强自我修为，练就一身过
硬本领，进一步做好全市教育教学大业的推
动者！

要磨破“脚板子”，积一手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就搞好宣传工作指

出：“基层跑遍、跑深、跑透了，我们的本领就
会大起来。”其实，教研员也不宜久坐办公
室，更要在跑基层、进学校、上讲台、交朋友
中练好脚功，积淀最原始的教研素材。一是
要走近学校，在基层调研中积淀。基层是教
研工作服务的对象，也是取得教研成果不竭
的源泉。教研机构要发挥对教育教学的支
撑作用，教研员要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引导
者，必须紧贴基层调研了解实情，这样进行
指导才更具精准性。二是要走进课堂，在观

课议课中积淀。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
也是提升教学质量的第一线。教研员只有
大量地积累原生态的教学实例，最广泛地了
解教师专业发展现状，才能做出最接地气的
指导。教研员进课堂的步子越勤，建设性建
议就会越多，积淀的有效经验就越丰富。三
是要走上讲台，在亲身践行中积淀。喊破嗓
子，不如卷起袖子！亲手往往带来亲近，互
动经常带来感动，教研员要用一堂堂示范课
来增强自己的区域影响力和推动力。四是
要走出岳阳，在外出学习中积淀。“不谋全局
者，不足谋一域。”我们不能光靠汨罗素质教
育经验、君山许市中学模式这些老本，要到
更发达的地方常走走，看看外地教育发展的
亮点、优点、生长点，力推教育的岳阳经验再
创辉煌、再铸品牌。

要擦亮“眼珠子”，聚一流人才
教研员还需练就一双识人选材的“火

眼金睛”，把教师队伍中广大最优分子摆
放到最适当的位置，使教研工作产生最大
聚合力。一是在教研活动中要善选苗
子。我市各学校有着大批有抱负、有潜力
的好教师，当好伯乐是教研员责无旁贷的
使命！要通过培训、研修、竞赛、视导、送
教等活动把教师群体中的千里马一匹匹
识别出来，快马加鞭让他们一批批跑起
来、吼起来、腾起来，形成万马奔腾的大好
局面！二是在专业发展中要会指路子。
在专业发展领域，方向比行动更重要。教
研员是教师中的首席，是师者之师，更需

具备专业发展的指导力，要带领广大教师
教师不走弯路，不误节点，使成功始终成
为成功之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三是
在团队建设中要常想法子。教育工作永
远不是单打独斗的事业。教研员必须善
于围绕不同的工作任务打造一个又一个
好团队，让团队来解决一个又一个新问
题，完成一批又一批新任务，借团队之手
推动全市教研工作迈向高台。

要转活“脑瓜子”，谋一等事业
练好“脑瓜子”是搞好教研工作的关键

一环。一是要使工作拥有长远规划。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教研员要善于结合时
代特点，把握学校、师生发展状况去思考、
去创新，工作始终有一本长远规划台账。
二是要使成果凸显地域特色。鲁迅说，“民
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岳阳的，才是
全国的”。岳阳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楚
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教研工作要在打出
岳阳特色、打制岳阳品牌、打造岳阳形象上
下功夫。只有特色鲜明，我们的发声才响、
品牌才亮、关注才多，教研的后发空间才
广、后续能力才强、后备梯队才长。三是要
使研究闪耀时代精神。如果吃老本走老
路，或者穿新鞋走老路，教研事业就无法推
进。新时期教研员必须以时代使命为己
任，把握准时代的脉搏，跟上发展的节拍，
自觉让自己接受大变革所带来的大挑战、
大检阅，在全球视野下给自己的工作留下
一个个鲜明的坐标！

要握紧“笔杆子”，写一品文章
写作是教研员推进工作的基本功，教研

员要敢写善写经常写，做一个能跨越时空的
思想传播者。一是要写好调研文章，善为行
政部门教育决策服务。教研员是教育行政
机关和基层学校、教师队伍进行沟通的重要
使者，写好调研文章是教研员推进工作的重
要方式。教研员在履职撰文时，要把握好为
行政部门“解决问题”的根本目的、为基层学
校师生“反映问题”的初心夙愿、为教育事业

“分析问题”工作职分，做到选题结合实际、
析题科学精准、解题要言不烦，做好教育决
策者的参谋助手。二是要写好学术论文，常
为学科建设内涵发展服务。教研员每撰写
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就是在教育理论和教
学实践之间搭建一座理论引领、实践印证的
桥梁。文以渡人，千千万万中小学教师在这
一座座精巧而实用的桥梁引导下，就走向了
更高更远的教育教学天地。三是要写好宣
传报道，乐为教研系统形象建设服务。教育
天地里从来不缺乏真善美，教研员一定要拥
有一双发现真善美的眼睛，善于将身边的美
好校园、优秀师生、管理亮点宣传出来，要善
于将我们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时代主流
弘扬出来，让岳阳教育界的“求索精神”“忧
乐精神”“骆驼精神”广为人知，引领全体教
育工作者走上康庄大道。新时期的教研员
要不断开拓新视野，懂得大数据，联合新闻
界，借力网报刊，善于用新闻报道来讲述身
边师生、学校的好故事，努力奏响新时代岳
阳教育最强音。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陈 玲
尹钢）“同学们好！因为新冠疫情，我们暂
时还不能校园相聚。今天，我们以网络视
频这种特别的方式召开这次线上主题班
会。”3月6日，平江新城学校56个班级利用
钉钉线上课堂，开展了以“抗疫防疫”为主
题的网络班会，该校3000余名师生通过屏
幕用心交流，共同探讨。

推荐防护小贴士、讲解硬核标语、分享
抗疫小故事、开展网络大讨论……

瞧，精彩纷呈的班会课有声有色：有的
班主任利用精心制作的课件和播放小视
频，让学生知道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预防新
型冠状病毒；有的班主任回顾了近期这段
不平常的日子，对本班的学生在疫情防控
期间居家学习提出建议，科学面对疫情，积
极成长；有的班级小主持人分享在疫情期
间自己的感悟和学习心得；更有学生是全
家老少齐上“阵”，一起聆听这堂特殊的直
播班会课。

“新学期受到疫情影响，开学时间延
迟，学习主阵地移到家中，老师心中有着太
多的牵挂，一直想举行一个网上主题班会，
跟孩子们聊聊、说说，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它让我感到无比的踏实，激动和愉悦。”

“别样的班会，不一样的收获。疫情过
后，这段与家人相伴的温暖时光，这段与
老师、同学在空中学习的难忘经历，一定
会成为大家最为难忘和宝贵的记忆！同学
们加油！”

“我们全家都参加了这场班会，学校老
师的悉心关爱，同学们、家长们的积极发
言，无不振奋人心，从我做起，做好自我防
护，我们要用最饱满的热情来迎接‘疫’后
的新学期。”

此次线上主题班会，新颖独特，老师们
的谆谆教诲，点点滴滴的关怀温情满满，孩
子们也收获满满，暖意融融。待到疫情尽
去，春光尽满时，师生们再相约美丽温馨的
新城校园。

新时期教研员要在锻炼“四子”上下功夫
——浅谈市级教研机构工作转型

市教育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廖小光

平江新城学校 开展线上主题班会 师生携手共同战“疫”

照片中的女孩是湖南理工学院新闻学院
的一名侗族学生，名叫杨思思，家在湖北疫区
的她，一直被困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乡
下，前不久她刚刚得知自己的考研初试成绩。
山坳里的网络信号不好，为了备战复试，她找
遍整个房子，只有在屋檐脚下信号才最稳定。
她说作为湖北人，她对疫情有着更深的感触，
看着全国各地的“逆行者”都来驰援武汉，自己
更加没有理由不努力。 童 沁 摄

退休教师捐款。

与毒魔共舞
他们并肩作战

去年12月30日，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肺
炎，龚燕飞凭着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就为中心
准备了部分检测试剂和耗材，并在年前组织
开展了预实验。

病毒核酸检测，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
诊标准，同时指导着流行病学调查开展和密
切接触者的确定。每天，市一人民医院核酸
检测实验室发出的结果，都会是全市人民关
注的焦点。

1 月 25 日，龚燕飞接到了省卫健委的通
知，要求立即开展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
彼时，正值大年初一，中心大部分人员已经或
正准备回家过春节。然而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更是医务人员的责任。当天，中心向所有
人员下发通知，要求立即到岗到位。

大年三十上完班，大年初一早上，正准备
与老公带着孩子回邵阳老家过年的谢梅花，
二话没说，放下行李就回到了医院，与 90 后
同事谭茜搭档，承担起了市一人民医院精准
医学中心最初的核酸检测重任。

1 月 26 日，谢梅花和谭茜共同完成了市
一人民医院南院送来的5份新冠核酸检测样
本。其中3份阳性、2份阴性，经市疾控中心
复核，结果完全一致。

“第一次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说
心里不紧张是假，但我心里还是有底。”谢梅
花坦言，之前她和武汉的同学有过交流，况且
院里也开展了检测预实验，所以心里准备还
是蛮充分的。而最让谢梅花愧疚的是面对3
岁的女儿。“在孩子的心里，感觉妈妈总是在
上班，根本不抽一点时间陪她玩会。”说到这，
谢梅花忍不住擦拭眼泪，脸上因佩戴护目镜
留下的勒痕清晰可见。

去年刚刚加入市一人民医院精准医学中
心团队的朱泳璋博士后原本已经到上海过春
节，当听说中心人手紧张后，立马几经辗转于
正月初三回到了岳阳。

还有博士后向阳海、有着丰厚的PCR实
验经验的夏丹……一时间，中心人员全部主
动请缨到岗，极大缓解了中心人手紧张的局
面，增强了检测能力。目前，中心的检测人员
也由最初的2人增加到了现在的8人，大家并
肩作战，誓言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与此同时，中心分布在三个院区的急诊
检验岗位所有人员全部到岗，大家一同坚守
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这是一个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并且能打胜战的团队。”说到自己
的团队，龚燕飞备感自豪。而最让她最感到
欣慰，也是心头一直承受最大压力的，是一个
多月来，在这离病毒最近的地方，做到了团队
成员零感染。

与时间赛跑
不断优化流程

试剂准备、样本接收、核酸提取、上机扩
增、结果分析、出具报告……每一份样本的检
测，都需要经过十几步的操作，这个过程要持
续大约6个小时左右。

检测报告如果能早一点出具，意味着患
者就能早一步确诊。这对检测结果呈阳性的
患者来说，无疑是与时间在赛跑；对临床而
言，更是在医疗资源紧缺的关键时刻，减少不
必要占用。

2月5日，市一人民医院成为湖南11家可
独立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医疗机构之一，
检测的结果不再需要送市疾控中心复核。独
立开展检测，检测结果的出具时间足足提前
了一天。在加快检测进度，与时间赛跑的过
程中，中心第一棒跑出了好成绩。

然而，随着送检样本的不断增加，临湘、
岳阳县、君山区、云溪区以及市中医院、湘岳
医院、广济医院等医疗机构送来需要检测的
样本越来越多，实验室工作也日益繁重。通
过与团队反复研讨，中心很快拿出了一套优
化检测流程的方案。

“我们最初是两三名检测主力从头至尾完
成整个操作程序，随着人员的增加，我们迅速调
整了力量，将不同的人员，分配到不同的操作岗
位。”龚燕飞说，检测流程的优化，不仅发挥了团
队每个人的长处，而且检测速度明显加快。

病毒核酸提取，是核酸检测实验最为复
杂、也是最为危险的一步。此前，市一人民医
院精准医学中心进行核酸提取都是依靠手工
操作。这需要万分小心，否则就可能形成气
溶胶，加大实验人员感染风险。

在市卫健委及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医院迅速购买了三台全自动核酸提取仪。随
着核酸提取仪的投用，实验员的感染风险得
到最大限度降低，精准医学中心团队的运转
也更加高效顺畅。目前，精准医学中心的核
酸检测能力，已从开展实验初期的每天180份
左右，提高到了最多能检测500多份。

与疾病较量
务求精准可靠

与战斗在病房里的医生不同的是，核酸
检测人员藏身实验室内，在看不见的“敌人”
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更像一名“侦察
兵”。“不漏掉一个阳性患者，也不错把一个阴
性患者当病例上报。”龚燕飞套用一句话，说
出了他们团队的职责。

快，是为了在大量样本需要检测之时提
升效率。疑似病例特别是隐性感染者得到精
准快速的诊断，通过快速筛查分流，切断传播
源，防范交叉感染，是控制疫情的关键；准，则
是为了给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科学可靠数据
支撑。在龚燕飞看来，核酸检测结果的又快
又准，才是团队追求的终极目标。

2月15日，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也是令
龚燕飞这段时间难忘的一天。当晚 9 点多，
所有的核酸检测人员都顺利完成了一天的实
验，准备检测结果出来后下班休息。然而，就
在审核结果时，有着多年实验室工作经验的
龚燕飞发现了异常：多个低感染风险样本出
现了数例单基因阳性，并且均为同一基因。
她当即意识到结果可能存在问题。

果不其然！从实验记录中，敏锐地的她
洞察到了蛛丝马迹，扩增试剂批号是新的，其
他医院使用同批号试剂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她当即要求大家重新穿上防护服，换用旧批
号试剂进行复核。实验员们重新复核后走出
实验室，已是第二天凌晨 5 点。整晚没有合
眼的龚燕飞和她的团队仍感一身轻松，因为
他们确保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无误。

“我们虽然不接触病人，但这里是离病毒最
近的地方。开展核酸检测就像是在针尖上跳舞，
容不得一丝差错。”市一人民医院精准医学中心
主任龚燕飞说，中心至今已检测筛查了8000余份
新冠核酸检测样本，没有出现一例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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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战斗在离病毒最近的地方
——记战“疫”中的岳阳市一人民医院精准医学中心团队

□本报记者 周小平

精准医学中心核酸检测团队。

一丝不苟进行核酸检测一丝不苟进行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