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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2日是第 109个国际护士节袁
在这野外防输入袁内防扩散冶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时期袁 这个护士节显得那么普
通袁却又格外不平凡遥

当天下午袁乐清市委副书记尧市长
徐建兵袁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天青袁
卫健局局长王贤明等一行来到乐清市

第三人民医院袁走访慰问了奋战在医疗
战线的白衣天使遥

徐建兵说袁护士虽是一个平凡的岗
位袁却有着极不平凡的意义遥 一直以来袁
广大护士在自己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奉

献着袁 正是她们的辛勤劳动和扎实服
务袁 让一张张因患病而痛苦的脸变成
笑脸袁 让一个个因患病而饱受折磨的

身体又重回健康袁 让一个个因患病而
愁眉不展的家庭再焕发生机遥 特别是
在今年这个特殊年份袁 广大护士积极
响应袁舍小家为大家袁逆行而上袁在打
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作出了

重要贡献遥希望广大护士继续秉承优良
传统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袁钻研业务袁提
高技能袁增强本领袁守护好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命和身体健康遥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黄道成副书记

和郑安祥副局长尧医政科叶静副科长慰
问我院护士袁关怀了护士们的日常工作
和业余生活袁并亲切表达了对临床一
线护士们最衷心的感谢 遥 黄道成表
示袁护理工作是辛苦的袁护理人员们

的热情是值得赞颂的遥今年是特殊的
一年袁医院需要护士袁抗疫更需要护
士袁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袁祝全体护理同
仁们节日快乐浴

我院罗森坚院长尧李世全书记和张
曼灵副院长尧林莉雅主任尧胡明义主任向
临床一线各岗位的护士们致敬献礼袁由
衷表达了对临床一线护士们的关爱之

情袁热情倾听来自一线护士们的心声袁并
表示袁在抗疫最重要的时期袁有护理人员
白衣执甲尧逆行上阵袁是对医院尧对抗疫
最大的支持遥

在这不平凡的一年袁白衣天使们将
会继续努力袁不负重托袁砥砺前行袁守卫
生命袁为健康护航浴 渊郑艳冤

4月 3日袁 浙江创面修复
与转化应用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伟平教授尧温州大学生命科
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金立波

教授尧 温州医科大附属第一
医院烧伤科主任林才教授等

一行 7人袁来到我院进行调研
指导工作遥

调研期间袁双方就如何提
升成员单位的医疗服务水平尧
开展科研学术项目进行深入

探讨遥 专家组对市三医现有的
创面修复诊治疗服务水平予

以充分肯定袁并就各联盟中心
成员如何诊疗规范尧达到野同
质化冶疗效提出明确的指导方
案遥

我院于 2016 年 5 月开
展烧伤创面修复诊治工作 袁
目前是中国创面修复专科建

设组培育单位之一遥 经过 4
年的发展袁 烧伤科目前已能
处理各种复杂难愈性创面袁
并有创面修复与转化应用中

心的专家下沉开展医疗服务

工作袁方便我市慢创病患的医
疗需求袁提升对难愈创面的诊
治水平遥

浙江省创面修复与转化

应用中心联盟于 1月 19日成
立袁我院成为了首批 6家成员
单位之一遥 浙江创面修复与转
化应用中心联盟的成立是为

了响应国家卫健委的号召袁以
科研为引领袁 通过基础实验尧
学术交流尧临床研讨会等诸多
方式袁探索创面修复的各种资
料技术与方法袁在实践中努力
完善袁形成一套成体系的诊疗
规范袁 提高临床诊疗质量袁打
造医联体袁以野同质化冶为要
求袁提升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
管理工作袁解决广大慢创患者
就医问题袁惠及民生浴

渊陈侃 孙建丽冤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来我院调研合作

4月 15日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党委书记夏景林袁温医大附一院党委副
书记尧院长潘景业尧副院长张纯武尧副院长
王美豪率领医务处尧护理部尧信息处尧党政
综合办等一行专家来我院调研袁乐清市副
市长陈微燕尧乐清市卫健局局长王贤明等
陪同遥

调研组听取了野双下沉尧两提升 冶合
作成效汇报袁并就下一步合作模式进行
了探讨袁为提升乐清医疗服务能力添砖
加瓦遥 渊胡明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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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精准扶贫方

针政策袁积极响应乐清市对口援川医疗
卫生扶贫的号召袁我院放射科何淑旦与
乐清市中医院童海龙二人袁将赴四川省
壤塘县参加为期一年半的东西部医疗

扶贫协作工作遥
4月 7日下午袁 我院为何淑旦同

志举行赴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扶贫

支医欢送会遥 院领导班子成员尧职能
科室相关人员及放射科同事参加了

欢送会遥

会上袁院领导表示 袁何淑旦同志
业务技术精湛 尧综合素质强 袁本次
参加援川支医 袁是一项光荣而艰苦
的任务 袁 更代表着医院的集体荣
誉 遥 希望她保持与医院的密切联
系 袁 及时反馈工作和生活上的困
难 袁 医院将及时提供帮助和依靠 袁
为她解除后顾之忧 遥 何淑旦同志表
示 袁她会牢记使命 袁尽快融入当地
环境 袁不负嘱托 袁积极工作 袁全力帮
扶壤塘县卫生医疗工作袁 真诚建立友

谊袁圆满完成任务浴
4月 8日上午袁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

欢送何淑旦尧 市中医院童海龙两位同
志袁希望他们赴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开
展为期一年半的东西部医疗卫生扶贫

协作工作能够顺顺利利袁平安归来遥 何
淑旦和童海龙同志代表乐清市袁与温州
市委组织部派驻的 15位援川同志会合
后袁一起前往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开展
援川工作遥

渊赵雅婷冤

深化东西部医疗扶贫协作，何淑旦同志赴壤塘

为推动我市志愿服务典型评树宣

传袁充分发挥新时代志愿服务的典型示
范引领作用袁 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尧乐
清市文明办尧乐清市文明中心尧乐清市
民政局尧共青团乐清市委员会联合决定
开展以 野爱心窑责任窑社会冶 为主题的
2019年度乐清市 野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冶
评选活动遥
乐清市 2019年度野十佳志愿服务项

目冶评选活动暨路演颁奖典礼在市融媒
体中心举行遥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尧
市文明办尧市文明中心尧市民政局尧共青

团乐清市委主办遥
当天袁10家代表性的志愿服务项目

团队进入路演电视直播环节袁展示志愿
服务项目运行情况尧 项目成效和远期规
划等遥 我院心肺复苏推广项目第二个出
场袁 组长郑友文从心肺复苏的重要性讲
起袁介绍了小组一年来的工作成效遥 一年
来袁 心肺复苏推广小组完成救护员培训
20期袁大型宣传活动 4次袁走过四十几处
地方袁受益人数达到 15000人次遥 通过此
次评选袁 要让更多人知道野人人学急救袁
急救为人人冶的社会责任理念袁知道有

这样一支队伍可以让大家进行免费心

肺复苏培训遥
典礼上袁乐清市和谐志愿工作者协

会尧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共体尧乐清
市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尧 盐盆街道盐城
社区尧乐清市三角洲救援服务中心尧乐
清市和居志愿者协会尧 乐清市一心一
意公益联合会尧 乐清市爱心话聊志愿
者协会尧 乐清市山岳应急救援中心尧乐
清市儿童保护志愿者协会等 10家志愿
团队荣获 2019年度 野十佳志愿服务项
目冶称号遥 渊郑友文冤

“十佳志愿服务项目”评选结果揭晓 我院心肺复苏推广小组入选



野只有将手洗干净尧洗到位了袁才能
切断细菌病毒从手上进入口中的途径袁
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遥 冶近日袁乐清市
心肺复苏推广小组为柳市镇第十小学

24个班级上了一堂 野新冠防疫知识冶培
训课遥
乐清市心肺复苏推广小组由乐清市

第三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郑

友文发起袁2019年 3月 7 日正式成立袁
目前有来自市三医各科室的医务志愿者

90多人遥 一年多时间袁在 40多个学校尧
社区尧企业等机构开展心肺复苏培训课袁
举办救护员免费培训 22期袁受益人数约
15000人次遥
郑友文获评 2019年度野柳市好人冶尧

2019年乐清市红十字会先进个人曰乐清
市心肺复苏推广小组被评为 2019年温
州市红十字会先进集体尧2019年乐清市
十佳志愿服务项目遥

郑友文是北白象镇人袁 今年 45岁遥
在市三医的急诊室和 ICU工作多年袁见
到了太多悲伤和遗憾的事情袁 推广心肺
复苏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已经野盘旋冶了很

久遥 心肺复苏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抢救
呼吸尧心脏骤停者生命的医学方法遥据统
计袁 我国应急救护技能普及率不到 1%袁
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达到 80%袁 日本中
学生的急救知识普及率为 92%遥 我国平
均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有 54万人袁相
当于每分钟就有 1个人遥野我市成人心肺
复苏普及率不到 1%袁 在日常工作中袁经
常碰到患者没有及时进行心肺复苏袁送
到医院时袁已经太迟了遥 冶郑友文说袁野医
学上有一个耶黄金急救 4分钟爷的理论袁
在患者病发的前 4 分钟抢救是最有效
的袁每延长抢救时间 1分钟袁成活率下降
10%遥 冶 郑友文举了一个例子遥 去年 10
月袁一名企业员工检测配电箱时被电袁通
过 120医生电话指导袁 其同事在送医途
中不断为他进行心肺复苏袁车子 15分钟
后抵达医院遥经医务人员治疗后袁该员工
恢复意识遥野可以说是他的工友及时进行
胸外按压袁救了他一命遥冶郑友文说袁野耶让
每个家庭有一个施救者爷 是中国红十字
会的目标袁作为医务人员袁我们希望能利
用专业知识普及心肺复苏知识尧技能袁从
点滴做起遥 冶2018年 12月袁郑友文参加
了乐清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三级师资培

训遥 野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袁培训的内容
和推广心肺复苏的理念非常吻合袁 市红
十字会也很支持我的想法遥 冶郑友文说遥
2019年初袁郑友文尧高旭海尧朱培三名医
生向市三医的同仁发出了心肺复苏推广

小组成员招募倡议书袁得到了积极响应遥

野我们的初衷是快速提高乐清的心

肺复苏普及率袁 以及推广正确的操作方
式遥冶郑友文说袁野中学生是最好的推广对
象袁可以班级为单位集中推广袁而且他们
的接受能力强袁 可将心肺复苏的相关知
识分享给家里人遥 冶去年袁心肺复苏培训
课首先在柳市的中学大力开展袁 受到广
大师生的热烈欢迎袁随后袁全市各中小学
校纷纷向该小组发出邀请函遥野我们的课
程分为理论和操作两节课袁 每位培训对
象都经历一次实践操作袁 包括 30下胸
外按压和 2次口对口吹气遥 冶高旭海说袁
野我们还在开学季利用军训的机会开展
培训课袁取得良好效果遥 冶柳市中学尧柳
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学校课业繁忙袁只能
把培训时间安排在晚上袁医务志愿者非
常辛苦遥 野大部分医务人员白天上班袁17
时下班袁顾不上吃饭袁只能嚼几口面包
垫肚子遥18时上课袁21时才结束呢遥冶郑
友文说遥柳市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陈尔彪
告诉记者院野心肺复苏推广对我们学校
的师生来说意义非凡袁因为我校的工业
机器人尧电机与电器尧数控尧模具等专业
都与电有关袁 学生经常和电打交道袁万
一发生触电事故袁心肺复苏就能派上大
用场遥 冶此外袁乐清市心肺复苏推广小组
开展了应急救护员培训遥野市民可以免费
报名参加袁机关单位尧企业尧社区也可以
组团参加或邀请我们上门培训遥冶郑友文
说袁野课程非常紧凑袁上午理论课袁中午操
作课袁下午考试袁通过考试就可颁发救护
员资格证遥 冶经过一年努力袁我市心肺复
苏普及率和救护员领证率都名列浙江省

前三名遥
渊应裕智冤

成立心肺复苏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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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问院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为什么
会出现假阴性钥

检验科杨小春答院什么叫核酸检测假
阴性呢钥通俗的讲就是患者新冠病毒的核
酸结果为阴性袁但是通过 CT等其他检查
后袁患者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遥

那为什么会出现核酸检测假阴性的

情况呢钥
一尧采样的不确定性遥
淤不同部位的样本成功率不一样袁相

比鼻咽拭子袁下呼吸道的深咳痰液效果更
好遥

于病人的病程也会影响袁到底是发病
哪几天检测成功率高袁这需要更多临床数
据进一步分析遥

盂除此之外取样人的手法尧样本是否
被污染尧送到实验室是否及时袁都会影响
成功率遥

二尧试剂盒也可能有问题遥
设计水平是一方面袁另一方面袁如果

病毒发生变异袁可能就识别不了遥 所以需
要更多数据反馈不断做优化遥

三尧实验员的操作技术
实验室这边袁需要人工操作的步骤非

常多袁实验人员的操作技术也会影响检测
结果遥

总之呢袁目前核酸检测袁步骤繁多袁且
需要多方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袁有些问题还
没搞清楚遥 再加上这次病毒传染性很强袁
额外需增加很多消毒步骤袁穿戴各种防护
设备袁行动不便袁身体不适袁检测效率就更
低了遥

让每个家庭有一个施救者
乐清市心肺复苏推广小组一年普及 15000人次

夏天一到袁 随着气温升高袁细
菌性食源疾病发生的风险也会渐
渐上升遥 春夏交际袁气温的逐渐上
升有利于细菌的滋生繁殖袁食物也
更容易被细菌污染或变质曰另一方
面袁季节变换尧气温升高使人体肠
道的防御机能下降袁易感性增强遥

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是指由于
吃了含有大量细菌或细菌毒素的
食物而引起的疾病袁是食源性疾病
中最常见的一类遥引起疾病发生的
常见致病菌有副溶血性弧菌尧沙门
氏菌尧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尧
蜡样芽孢杆菌尧致泻性大肠埃希菌
等遥根据致病菌种类不同袁从进食到
发病的时间一般不超过 72小时曰对
人体的损害主要以胃肠道症状为
主袁部分可伴有发热袁严重患者还需
住院治疗遥 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多见
于动物性食品袁 引发原因多为交叉
污染尧食前未充分加热处理或加热
不彻底尧食物储存不当等方面遥

远离细菌性食源疾病袁注意食
品安全袁 做到以下几点院1. 保持清
洁袁拿食品前要洗手袁准备食品期
间经常洗手袁便后洗手袁清洗和消
毒准备食品的场所和设备袁避免污染源接近
食物曰2.生熟要分开袁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
器皿尧刀具和砧板曰3.食物要彻底做熟袁尤其
是肉尧禽尧蛋和海产品袁熟食再次加热要彻
底曰4.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袁熟食不得存放 2
小时以上袁易腐烂食物应及时冷藏渊最好在
5益以下冤袁食物不能冰镇过久袁冷冻食物不
能在室温下化冻遥 5.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袁
不吃超保鲜期的食物遥

此外袁外出就餐时袁应注意选择具有餐
饮服务许可证尧就餐环境干净整洁的餐厅饭
馆袁 就餐前注意观察食物是否感官异常袁不
吃腐败变质和未烧熟煮透的食品袁不在无证
饭店尧 路边摊点用餐遥 进食后发生呕吐尧腹
泻尧发热等症状袁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
医袁并保存好可疑食品样品尧呕吐物尧消费票
据及就诊记录等相关证据遥 另外袁最好使用
公筷公勺袁吃得更放心浴

渊来源院浙江省疾控中心冤

挽袖献血袁 护卫生命遥 为深入贯彻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曳袁 保障临床用
血和急救用血袁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组
织参加 2020年度无偿献血活动袁献血车
于 4月 30日上午停放在医院门诊楼院
内遥在此倡议提出后袁立即就有六十余名
医护人员积极报名参加袁 现场也有热心
民众加入参与献血遥
美丽的生命袁从挽起袖子开始遥一幅

幅温暖的画面定格在献血车上袁 有放下
忙碌工作来献血的医生曰 有特意换班了
赶来献血的护士曰 也有值守任务紧张的

安保人员参加献血曰 更有刚出隔离病房
医护人员遥不论在抗疫一线有多累袁有多
辛苦袁牵挂患者的永远是他们遥肆虐的疫
情阻挡不了奉献爱心的热情袁 口罩遮掩
不住乐观善良的微笑遥不知道你是谁袁但
我知道你是为了谁遥在这个困难时期袁我
们一起携手走过遥

疫情当前袁 最美的逆行者还是他
们要要要无偿献血的医务人员遥 在新冠战
役最为紧张时袁街上人流量大幅减少袁献
血率也随之下降遥 然而有一群无惧无畏
的人袁 在这非常时期袁有着非常担当袁他

们热血逆行袁 书写着抗疫路上最美的篇
章遥消化内科葛海峰医生袁检验科的朱伦
和李仲就在疫情最严峻袁 用血最紧张时
刻奔赴乐清血站挽袖献热血遥 葛海峰医
生甚至在献完血后袁 还要回到当时最为
忙碌的发热门诊上班遥 他们就这样用不
一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别样的爱袁 也表达
了无惧疾病袁一心抗疫尧抢救生命的医者
情怀遥

而唯有这样强大的爱袁 才能助力战
胜这样一场艰苦绝伦的疫情遥

渊杨小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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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提高普及率

1992年出生的王浩旭在父母眼里
还是个孩子袁可是在抗疫一线袁年纪轻轻
的他与所有的白衣战士一样冲在一线袁
勇往直前遥除了进隔离区袁他还当起了志
愿者遥 3月 26日袁作为志愿者的王浩旭
到白石在乐清动车站值勤袁 给进站的人
员测量体温遥
王浩旭是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袁2015年大学
毕业后袁去规培三年袁正式在三医上班才
一年多遥去年大年三十袁他刚上完一个日
夜班袁 就接到科室主任提出的支援感染
科的通知袁 王浩旭毫不犹豫主动应战院
野我是党员袁让我去吧浴 冶过年那阵子袁脑
血管疾病患者很多袁 神经消化内科长期
紧张的工作使王浩旭都没能好好休息袁
咳嗽了近一个星期都没有好遥 当天下夜
班后袁王浩旭第一件事就是去拍 悦栽片袁
排除了肺炎的可能袁就带病出征了遥

王浩旭是家里的独生子袁 新冠肺炎
病毒感染性又那么强袁他去一线支援袁父
母很担心袁妈妈急得直掉泪遥王浩旭极力
安抚双亲袁义无反顾奔赴一线遥从正月初
二开始袁 他作为第一批支援感染科的医

务人员袁连续奋战疫线半个月袁先是在发
热门诊袁后来在隔离病区遥在隔离区的那
些日子袁他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袁没有和
父母细说里面的情况遥 下班后通过微信
向父母发个信息袁 报下平安遥 但一忙起
来袁常常会顾不上遥身体不大好的奶奶成
了他最大的牵挂袁 担心她老人家不愿戴
口罩袁又喜欢乱跑袁会增加感染风险遥

野在感染科的这段时间里袁大家相互
帮助袁 团结协作袁 完成每一项严格的操
作袁 在一个战壕里有一种生死相依的情
感遥 冶

野在隔离病区袁看到了世间百态袁见
识很多袁感触很多袁有确诊患者密切接触
者过来看发热门诊袁面色凝重袁做出来的
悦栽等检查是正常的袁 他们露出开心的
笑容袁 但有些病人查出是高度疑似新冠
肺炎袁直接就崩溃地哭了遥 冶

冲在一线 更多的是责任

野所有人都不敢接触离病毒最近的
地方袁唯独医务人员袁敢冲在一线遥 他们
难道不畏生死钥 不袁他们也害怕袁但这是
一份责任遥 冶噎噎

刚刚成立的感染科隔离病区袁 刚开
始物资尧防护设备不足袁隔离布局刚刚起
步袁 有时会连着上 15小时以上的班袁穿
着厚重的防护服袁气都透不过来袁不能喝
水袁不能上厕所袁但王浩旭无怨无悔遥 工
作之余袁 王浩旭在手机备忘录里记录下
在战疫一线的点点滴滴遥

让王浩旭最开心的就是看到病人康
复遥他记得袁有个病人刚住进来时发烧咳
嗽袁高烧不退袁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袁一
个星期后袁患者病情稳定下来后袁他放心
了很多遥 正月十五那天袁 病人突然多起
来袁王浩旭等几名医生一直忙到 21时还
没能吃上晚饭遥后来袁还是朋友发短信问
他吃了汤圆没有袁 他才想起当天是元宵
节遥

走出隔离病房 又去动车站

走出隔离病房后袁 王浩旭又响应市
三医内科党支部的号召袁 积极报名上了
另一个野战场冶袁当一名志愿者袁最近他去
动车站或高速路口值勤给来往人员测量
体温遥 野我听从组织安排袁随时准备着遥 冶
王浩旭说遥 渊徐琴微冤

出了隔离区又当志愿者！乐清 90后党员医生显担当

热血丹心，最美逆行
要要要我院医护人员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疫情虽已得到有效控制袁但仍有反弹
风险袁护士们挺身而出袁继续轮流值守在
医院大门遥

护士节专版 3责任编辑：周珍依

邮箱：835306878@qq.com

春日渐远袁夏日到来袁疫情阴霾逐渐消散袁但人们不会忘记袁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白衣执甲尧慷慨逆行袁为疫情防控作出的重大贡献遥 5月 12日是国际护士节袁让我
们致敬中国医护浴

她们常披星戴月袁早出晚归曰她们白班夜班轮转袁生活没有规律曰她们被叫野白衣天使冶袁但也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袁她们挺身而出袁用生命守护
生命遥 她们才下火线又献热血袁至今仍轮值在防疫关口遥

护士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敬佑生命尧救死扶伤尧甘于奉献尧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袁恭祝全体护士节日快乐浴

疫情期间穿着防护服工作十几个小
时的护士们袁脱下防护服她们的样子依旧
很美浴

坚守前线 毫不畏惧

致敬护士队伍，携手战胜疫情

门口值守 轮流防疫

4月 30日袁我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袁刚下抗疫一线的护士踊跃参与袁让爱再次传递遥

才下火线 又献热血

致敬护士队伍，我院三名护士获得抗疫先进护士荣誉
乐清市疫情防控事迹突
出的党员干部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之
际袁在医院党委号召下袁发挥
党员带头作用袁 第一时间主
动请缨袁 坚决投入到抗击病
毒的一线袁 成为第一批入驻
感染科隔离病房的一员遥 在
病区内袁 用扎实的临床护理
经验和消毒专业知识袁 奋战
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袁 与疫
情勇敢交锋袁舍小家顾大家袁
发挥吃苦耐劳的勇敢野逆行冶
精神袁 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坚
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遥

吴湖滨袁骨科副护士长

浙江省抗击新冠疫情坚守前线杰
出护士

从发生疫情后一直坚守岗位袁 服从
医院安排袁积极参加抗疫工作遥 2月 18
日收到通知后立刻收拾行李奔赴一
线遥 2 月 19 日至 3月 12日支援乐清市
人民医院新冠肺炎重症病房遥 护理
ICU 的重症患者袁有气管插管的袁气管
切开的袁上着呼吸机的袁除了做好输液尧
吸痰尧 监测生命体征等各项专科护理曰
还要给他们翻身尧拍背尧擦洗大便等等袁
做好各项基础护理遥克服各种困难袁坚持
做好工作遥

家中父母年迈袁 母亲去年才做了腰
椎手术袁在一线抗疫期间袁只能把两个年
幼的孩子托付给他们照顾遥怕家人担心袁
一直瞒着他们在一线工作遥

杨秀丽袁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温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坚守前线杰出
护士

2月 6日进驻隔离病房袁主要负责隔离病区的
日常管理工作袁在病区内连夜安排病区合理分布及
黏贴指示图标袁让一线的抗疫人员能尽快的融入隔
离病区工作并更好的实现自我防护袁确保隔离病区
的各项工作高效顺利开展遥此外还负责外出咽拭子
标本采样遥

在医院隔离病区的工作结束后袁迅速投身到手
术室的管理工作中袁积极开展疫情期间医院复工复
产工作袁协调临床科室与手术室的工作对接袁及时
制定手术室各种应急防控预案袁确保疫情期间在各
种突发状况下手术室工作的顺利开展遥在自己的工
作之余袁积极的投身于医院及社会各方面的疫情防
控工作袁参加院内职工核酸及抗体检测工作袁参加
血站义务献血袁积极参加医院卡点尧动车站尧高速出
口各个防疫监控点的体温检测及执勤工作遥

郑艳丹袁手术室护士长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疫情捐款明细公示渊2020.1.26-2020.2.26冤
序号 捐赠方 捐赠金额渊元冤 捐赠时间 捐赠途径

1 乐清市慈善总会 200000 2月 8日 乐清市慈善总会

2 乐清湖南商会 84666 2月 10日 乐清市红十字博爱基金

3 西安乐清商会 100000 2月 11日 乐清市慈善总会

4 热心市民 30000 2月 14日 乐清市慈善总会

5 市劳模协会 36000 2月 16日 乐清市慈善总会

6 四川乐清商会及妇联 100000 2月 16日 乐清市慈善总会

7 乐清市自动化行业协会 90000 2月 16日

8 无锡诺雅克电气有限公司 50000 2月 21日
9 天津市威匡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50000 2月 21日
合计 740666

序号 捐赠单位/个人
物资信息

接收日期
名称 捐赠数量

101 知知 Gigi和 Je 隔离衣 50 2020.2.27

102 温州市慈善总会尧网络公益联合会尧爱心屋网络公益宣传服务
中心尧平阳县心连心公益联合会 无创呼吸机 3台 2020.2.28

103 蔚来汽车温州车友会 医用护目镜 300副 2020.2.28

104 热心市民 复合醇消毒液 500ML100瓶 2020.2.28

乐清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要要要爱心捐物汇总表渊第二期冤
渊2020年 2月 27日 -2020年 3月 1日冤

渊上接第 4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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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接收捐赠情况公示
乙亥年末袁庚子年春袁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袁牵动海内外所有华人的心遥在全市上下同心尧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袁广大海内外乐清人心系桑梓尧情牵故里袁给家

乡以无私支持和有力驰援袁社会各界尧爱心企业尧爱心人士踊跃捐款捐物袁积极支持我院疫情防控工作遥
我院现累计收到捐款 740666元袁累计收到医疗物资有:各类口罩 138826只尧防护服 2300件尧隔离衣 1319件尧防护眼镜 1679副尧一次性橡胶手 套 31950双尧一次性鞋套 4100

双尧无创呼吸机 4台尧手提紫外线灯 10台尧酒精 2315L尧含氯消毒液 1486L尧蔬菜 2070斤尧各类食品 2864件尧致敬防疫包 100份等遥
疫情无情袁人间有爱袁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善举有效助推我院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袁我院对社会各界的爱心善举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依法依规对捐赠接收情况予以公示(共体情况附后)袁欢迎社会各界监督,监督电话院57170201

序号 捐赠单位/个人
物资信息

接收日期
名称 捐赠数量

1 乐清市团委 KN95防护口罩 80只 2020.1.27

2 佐立药业 中药白苓 两箱 2020.1.28

3 雷锋 口罩 10000只 2020.1.29

4 乐清市侨联 口罩 5000只 2020.1.30

5 邢岩岩 医用手套 1000双 2020.1.31

6 龙湾瓯立光学 护目镜 60副 2020.1.31

7 柳市卡卡 麦趣牛奶 150箱 2020.2.1

8 杭州信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护目镜 40副 2020.2.1

9 柳市古茗渊大兴西路店冤 奶茶 60杯 2020.2.1

10 乐清市团委

护目镜 192副 2020.2.2

普通口罩 1000只 2020.2.2

一次性手套 1000双 2020.2.2

84消毒液 15壶渊2.5L冤 2020.2.2

11 柳市古茗渊大兴店冤 奶茶 100杯 2020.2.2

12 温州好仕力眼镜有限公司 护目镜 50副 2020.2.2

13 乐清一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KF94防护口罩 100只 2020.2.2

14 尔东 护目镜 101副 2020.2.3

15 浙江韩宇光电公司 普通口罩 1000只 2020.2.3

16 浙江博舟船用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隔离衣 100件 2020.2.3

普通防护眼罩 37副 2020.2.3

密封防护眼罩 5副 2020.2.3

17 蔚来汽车温州车友会

84消毒液 50L 2020.2.3

酒精 15L 2020.2.3

防目镜 100副 2020.2.3

18 麦香禧点 糕点 2箱 2020.2.3

19 古茗渊大兴西路冤 牛奶 10L*4桶 2020.2.3

20 朱伊汝
手术口罩 100只 2020.2.3

3M8210口罩 20只 2020.2.3

21 陈道静 防目镜 210副 2020.2.3

22 正泰公司 3MN95 1500只 2020.2.3

23 百元公社

外科口罩 2000只 2020.2.3

医用复合碘消毒液 100瓶 *3箱 2020.2.3

医用复合碘消毒棉签 180瓶 *2箱 2020.2.3

24 乐清市慈善总工会 铁皮石斛渊雁斛谷冤 12瓶 *50箱 2020.2.3

25 东北小炕
水饺 14份 2020.2.4

凉面 4份 2020.2.4

26 陈信建 普通医用口罩 260只 2020.2.4

27 陈蒋亦 普通口罩 200只 2020.2.4

28 袁利霞食品公司渊农夫山泉白象经销商冤 农夫山泉矿泉水 137箱 2020.2.4

29 山东潍坊升泰电器有限公司 优氯净消毒剂 500g*6/50件 2020.2.5

30 温州瑞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防目镜 60副 2020.2.5

31 新新雅 外科手套 200双 2020.2.5

32 一鸣奶吧
牛奶散装 2袋 2020.2.5

牛奶 2L*10瓶 2020.2.5

33 阿尔及利亚 86位爱国华侨

PPF2渊无呼吸阀冤 1000只 2020.2.6

医用一次性橡胶手套 5000双 2020.2.6

医用外科口罩 2000只 2020.2.6

医用一次性口罩 2850只 2020.2.6

34 安福利生慈善基金会
防护服渊二类冤 100件 2020.2.6

FFP2渊民用冤口罩 1600只 2020.2.6

35
意大利华人教会宣教中心和

NAPOLI华人
外科口罩 3000只 2020.2.6

36 上海银杏老年公益基金会 75%酒精渊20KG冤 51桶 2020.2.6

37 百元公社 防护服二类 50件 2020.2.7

38
中国狮子联会乐清雁山服务队尧一线

排查主力群
隔离服 200件 2020.2.7

39
乐清市天泰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渊浙江

蒙牛乳业销售有限公司冤
牛奶 974箱 2020.2.7

40 浙江和利能源有限公司
医用酒精 2.5L 200桶 2020.2.8

氯酸钠 10L 50桶 2020.2.8

41 雁荡山净名寺 口罩 3000只 2020.2.9

42 浙江章光 101有限公司 酒精 500L 2020.2.9

43 乐清市创新创业促进会
医用普通口罩 2000只 2020.2.10

护目镜 30副 2020.2.10

44 小彩虹援助 一次性塑料鞋套 1000双 2020.2.10

45 冯模风 西红柿尧黄瓜 262斤尧108斤 2020.2.10

46 一扫光零售家 零食 3箱 2020.2.10

47 雁山服务队 FFP2(口罩) 1000只 2020.2.11

48 浙大华府和北加州校友会 外科口罩 2000只 2020.2.11

49 知知 Gigi和 Je 隔离衣 120件 2020.2.11

50 浙江康力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水胶体面部护理贴 200片 2020.2.11

序号 捐赠单位/个人
物资信息

接收日期
名称 捐赠数量

51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en149:2001 FFP2口罩 5000只 2020.2.11

52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护目镜 100副 2020.2.12

53 王仁丹 护目镜 64副 2020.2.12

54 佛山市温州商会 防护服 100件 2020.2.13

55 徐飞雷 KF94防护口罩 1000只 2020.2.13

56 旅法乐清联谊会
红外仪体温仪 25支 2020.2.13

医用口罩 900只 2020.2.13

57 一心一意公益联合会 防护服 30件 2020.2.13

58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医用手套 3000双 2020.2.13

外科手套 1500双 2020.2.13

59 林甘美 消毒液渊20L冤 10桶 2020.2.13

60
意大利华人教会宣教中心和 NAPOLI华

人

FFP3(带阀冤 480只 2020.2.13

FFP2口罩 720只 2020.2.13

带镜片口罩 3000只 2020.2.13

一次性医用口罩 4000只 2020.2.13

61 章志强 防护面罩 50个 2020.2.14

62 紧急物资救援小组 检查手套 5000双 2020.2.14

63 南通温州商会
kf94防护口罩 2160只 2020.2.14

护目镜 200副 2020.2.14

64 王琴 防护服 281件 2020.2.15

65 薛宅冯模风
黄瓜 900斤 2020.2.15

蒲瓜 300斤 2020.2.15

66 雷顺块 普通口罩 100只 2020.2.15

67 乐清市政协 水果 35份 *10天 2020.2.16

68 我辈共担小组与浙江微笑明天基金会 普通口罩 1600只 2020.2.17

69 热心市民 劳保防尘口罩 750只 2020.2.17

70 刘培蓉 普通口罩 2000只 2020.2.18

71 温州市天爱公益协会

隔离服 30件 2020.2.18

护目镜 30副 2020.2.18

84消毒液(2.5L) 30壶 2020.2.18

72 省医疗物资保障组
普通口罩 12000只 2020.2.18

鞋套 3000双 2020.2.18

73 董知灵 N95级别口罩 500只 2020.2.19

74 乐清蓉么么烘培坊 面包 210个 2020.2.19

75 杭州壹点灵 防护服 600件 2020.2.20

76 温州瑞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防护服 50件 2020.2.20

77 石晓霞

无创呼吸机 1台 2020.2.20

制氧机 1台 2020.2.20

充气床垫 1副 2020.2.20

78 浙江省妇联尧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隔离衣 198件 2020.2.20

79 何培相尧闻珍等人 外科口罩 3000只 2020.2.20

80 广州市温州商会乐清分会 普通口罩 21000只 2020.2.21

81 日本东京都政府尧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防护服 800件 2020.2.21

82
浙江省慈善联合会尧云集公益基金会尧苍

南县壹加壹公益联合会
检查手套 3000双 2020.2.22

83 我辈共担小组与浙江微笑明天基金会 3m8210口罩 160只 2020.2.23

84
罗马尼亚华侨华人联合会与欧娅诗 SPS

团队
PRIMA口罩 10000只 2020.2.23

85 刘婷婷
检查手套 700双 2020.2.23

普通口罩 400只 2020.2.23

86 孙柏圣 隔离衣 200件 2020.2.23

87 冯腾 一次性手套 50双 2020.2.23

88 李佩 n95口罩 1000只 2020.2.24

89 吴应蝉 花菜 500斤 2020.2.24

90 日本买手联盟(辛迪冤 酒精 480ml*500瓶 2020.2.24

91 西班牙浙江总商会 普通口罩 2000只 2020.2.25

92 金鸟服饰
隔离衣 100件 2020.2.26

一次性鞋套 100双 2020.2.26

93
乐清市天泰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渊浙江蒙

牛乳业销售有限公司冤 牛奶 1419箱 2020.2.26

94 无锡明合材料有限公司渊晏弘冤 SWASA口罩 150只 2020.2.26

95 上海联享公益基金会 均瑶牛奶 100箱 2020.2.26

96 乐清天野草莓 面包 300个 2020.2.4

97 旅法乐清联谊会

普通口罩 5000只

2020.2.22
FFP2口罩 2000只

一次性检查手套 10000双

普通防护服 200件

98 柳市福奈特洗衣店 300元抗疫感恩洗衣电子卡 770份 2020.2.23

99 叶静 3M9132医用口罩 100个 20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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