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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人物 新闻热线：010—58884063

KANG JI YI QING·REN WU

一线镜头

虽然我们不是军人，

但我们都按照军人的执

行力要求自己，严格遵守

上级安排。

”
“

“好好在家待着，哪儿也不去，让你出来，你再出来！”近

日，因为 Vlog视频博客中一句“硬核”又温暖的灵魂提醒而成

为“网红”、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大黄”的，是海南省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田佳。

从大年初一到现在，田佳 24 小时都在负压病房吃住，始

终没有离开过病房一步。承担着危重症病人救治的重任，田

佳坦言：“肩负责任，同时心里也有压力。”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田佳的手里紧紧握着对讲机，对讲

机里还时不时传出请示田佳指导的声音。田佳解释说：“我的

时间其实不固定，有可能随时被请示指导的电话打断”。2月

2 日凌晨，在负压隔离监护病房内，A 班、P 班、N 班与第一梯

队的组员紧急集合加班抢救患者。抢救成功之后，田佳松了

一口气，还不忘开玩笑地说：“抗击病毒，我们是认真的”！

“每天看疫情通报，第 2 列数字就是我们的防线，让它不

被改写就是我的工作目标、意义和价值。”田佳和他团队的责

任就是让第 2 列数字锁定不再增长。2 月 3 日是奋战的第十

天，田佳最期待的就是艳阳高照的晴天。远远感受到太阳光

的抚触，他就觉得这一天很美好、很有希望。

负压病房内的气压低于病房外的气压，外界的新鲜空气

可以流进病房，病房内的空气经过专门的通道处理后才能排

放出去。在负压病房里，和田佳并肩作战的小伙伴们，已经从

同事变成了亲密的战友、家人。尽管面临的风险、承担的压力

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自信、坚强。

用“突击队”来形容田佳所在的第一梯队一点都不为过。

田佳常常开玩笑问他的战友，“你每天在负压隔离病房工作，

为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疗、抢救，常常近距离

接触，怕不怕被传染？”他的小伙伴斩钉截铁地答复：“不怕，就

算被感染了，我相信，你们会把我治好的。”由于有担当、精锐、

优秀的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田佳很有信心能够战胜这场疫情。

田佳所在的科室也是个“硬核逆行”的科室。科室战友们

兵分三路，第一路是在海南省传染病医院隔离负压病房，全程

日夜守护海南重症病例；第二路是援鄂奋战湖北洪湖市人民

医院；第三路则是坚守医院重症医学中心。“当仁不让，首战用

我！能打胜仗！”田佳信心满满地竖起了大拇指。

图为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田佳。
受访单位供图

有一种温暖

叫“硬核”

王祝华 通讯员 冯 琼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陈 浩 陈 俊

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华大基因在武汉、深圳、天

津等多地的员工，在会议室或工位前吃完了由快餐

盒饭组成的“年夜饭”。他们中，有年过花甲的50后，

也有刚刚走出象牙塔不久的 95后；有即将步入幸福

婚姻的准新人，也有即将生儿育女的准妈妈……尽

管没有多少年味儿，但他们的心却是火热的。

2020 年的开端，迎接他们的，是一场艰难的与

新型冠状病毒的战斗。作为试剂盒的研发和检测

人员，他们必须与病毒正面“硬刚”。他们的身影出

现在病毒检测实验室、各地疾控中心、救治新型肺

炎的一线医院。每一个工作的通宵，每一个战斗的

凌晨，都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曙光的到来！

研发、生产和病毒赛跑

农历大年三十，华大感染方向业务主力成员吴

红龙一个人安静地吃着年夜饭，此时他和团队成员

已经坐镇武汉一个月。

早在 2020 年 1 月初，华大基因就紧急组织科研

及生产力量，开始研制相关试剂盒。“由于新型冠状

病毒与蝙蝠类 SARS 病毒的同源性较高，因此需要

针对设计特异检测试剂盒，以确保准确鉴定，同时

避免形成交叉误判。”研发团队负责人介绍，尽管难

度不小，但还得和病毒赛跑，早一天研发出检测试

剂盒，我们就能在和病毒的战役中占得先机。

带着这种使命感，华大基因的研发团队不眠不

休，仅用了 72 小时就完成初步研发，在确保稳定性

和准确性后，1 月 14 日，华大基因宣布成功研发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为了让试剂盒第一时间提供给相关机构使用，

武汉医疗器械中心承担了紧急生产试剂，配合完成

试剂盒应急审批注册的重要工作。“虽然年夜饭只

有盒饭、泡面，我们也没有和亲人团聚，但是通过我

们的努力，目前华大基因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日生产能力已提升至 5 万人份，并在向 10 万人份的

日生产能力迈进。”吴红龙欣慰地说。

抗疫战场上的“婚礼”

华大基因作为国家卫健委首个指定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位于疫情一线的武汉华大交付团队，从

春节前开始就从未停歇过工作。很多样本晚上才

送到武汉华大，交付团队必须立即跟上，不分昼夜

地随着样本连续工作，只为第一时间将检测报告送

至医院和受检者手中，让阴性受检者安心，让感染

者更早接受治疗。

“2020 年 2 月 2 日，被称为本世纪最浪漫的日

子，也是我们原计划在老家仙桃领结婚证的日子，

不过随着疫情的到来，这件事就顾不上了。”甘雪峰

和他的未婚妻邱思都是华大基因的高级实验师，邱

思更是交付团队中的一员，他们负责新型冠状病毒

的病原样本提取和检测的实验环节。从 1 月 28 日

开始，他们就每天十几个小时穿着防护服在实验

室，领证的事早就抛到脑后了。

“真的是惊喜，完全没想到，我们的幸福计划并

没有在这一天‘缺席’。”甘雪峰说起当时的情况，还

抑制不住激动之情。2 月 2 日，甘雪峰彻夜工作到

凌晨 5点多才回家，简单休息了一会，中午甘雪峰和

未婚妻照常去实验室接班。走进公司大厅，小两口

就被大屏幕上自己的结婚照惊呆了。原来前线作

战的同事们不希望让他们留下缺憾，在前线指挥官

朱师达的见证下，大家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简单而又

值得铭记的“婚礼”。

虽然没有豪华的婚纱，没有热闹的酒席，但这

个只有 15 分钟的结婚仪式让小两口终生难忘：“大

屏幕播放了我们的结婚照海报，伴随着婚礼音乐，

我们当场宣读了结婚誓词，院长、同事给了我们美

好的祝福和鲜花。这个‘婚礼’在抗击疫情的非常

时期举行，见证了我们彼此并肩战斗的日子，意义

非凡。”

简单仪式过后，甘雪峰小两口又和大家一起投

入到实验室检测工作中去了。

抗击疫情的准妈妈

在日夜为检测试剂盒研发、生产以及检测忙碌

的华大人中，还有一位准妈妈的身影。聂喜芳是华

大感染防控事业部生产交付的负责人，目前她腹中

的宝宝已经 36周了。从 1月 22日开始，她就和同事

们一起，没黑没白地工作在第一线。“我负责全国好

几个地区的人员、设备、物料和耗材的整体统筹协

调，这部分的事情非常多而且琐碎，临时换人一时

很难接手。”聂喜芳说，同事们都比较照顾我，春节

期间不用 24小时待在公司。

被同事们“劝”回家办公的聂喜芳也丝毫没有

放松，除了每天主动去一趟公司外，剩下的时间就

是接上百个电话。“检测试剂常规备货不会太多，否

则会有过期风险，影响检测结果。所以此次疫情发

生后很多试剂需要大批量紧急协调，以保证样本及

时检测。”聂喜芳这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晚上睡觉

都不踏实，凌晨两三点，电话铃声响起，聂喜芳都是

第一时间接听，“我每天凌晨一两点把方案做完，传

给同事们，他们都得通宵工作了。”

随着预产期临近，聂喜芳坦言，现在上班越来

越吃力了，特别是长时间戴着口罩，喘气有点困

难。“准备工作到最后一天，还好公司离医院比较

近，等有了分娩的征兆可以直接去医院。”聂喜芳乐

观地说，“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我，什么事都不让我操

心，我爱人每天接送我上下班，连 5岁多的大女儿也

自己玩，平时她是最粘着我的。”

离病毒最近离病毒最近，，这些检测人不惧正面这些检测人不惧正面““硬刚硬刚””
陈 曦

图为准妈妈聂喜芳还坚守在工作一线。
受访者供图

我负责全国好几个地区

的人员、设备、物料和耗材的

整体统筹协调，这部分的事情

非常多而且琐碎，临时换人一

时很难接手。

“

”

“这是一个我们都没能在家的春节。”今年春节祝武军只

能通过手机视频与妻子互致问候。

2020 年的春节，对祝武军的一家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因为在疫情期间铁路运输任务临时调整，武汉地区始发旅客

列车停运，其中 19列空车需要陆续“摆渡”到武昌车站武昌南

站固定的编组场停靠。

祝武军是武昌南站一名调车长。当时临近春节，本想和

家人过个团圆年。当他知道车站此时急需人手时，把家人安

顿好后，二话不说主动留在了运输生产一线。“特殊时期不能

走，这个时候单位需要我。”祝武军和家人道别的时候说道。

从留守车站工作至今，祝武军没回过一次家，包括大年三

十。1 月 23 日至 26 日，正是武昌南站最为忙碌的时期，祝武

军一头扎进调车场，一天 5 至 7 批调车计划，一干就是七八个

小时，其中连吃饭都是囫囵吞枣。

祝武军深知，车站共计 441节列车车厢的编组，每个时间

段都有列车回编组场，每一批的列车都需要仔细核对计划命

令，落实标准化作业流程，这其中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和懈怠，

特别是日常对列车的防溜措施的检查更是重中之重。

他经常和同事说自己是调车长，而且是一名党员，工作就

要做好表率，困难时刻更应该冲在最前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牢记入党初心。

与此同时，祝武军的妻子也奋战在抗疫的最前线。他的妻

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武汉）的一名护士，是医

院首批抽调至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与疫情直接展开战斗。

妻子和其他医疗工作人员夜以继日、迎难而上，毅然坚守

在抗击疫情最前线，以“大爱忠诚、大医精诚”的责任担当，守

护人民健康。而祝武军 15岁的女儿，今年将参加中考。坚守

运输一线没喊过一声苦累的祝武军，在提到妻儿时，也会不经

意间流露出几分属于丈夫、父亲的担心与自责。他知道妻子

有时忙得顾不上和他通电话，便只得把对妻子的牵挂深藏心

底。他也不忘休息时给女儿打电话，叮嘱她一定要照顾好自

己。那一刻，坚韧的铁路调车长也是一名牵挂妻子的丈夫和

关心孩子的父亲。

图为祝武军的妻子在抗疫一线。 受访单位供图

并肩作战是并肩作战是

最动人的相守最动人的相守

挺进新病区一起战斗

2月4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
王军红 北医三院急诊科主治医师

早上 8点钟，我已经醒了。从昨天 19点到今天

凌晨 3点，发生的事情依旧历历在目。

2 月 3 日接到通知，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改

造的危重病房已经完工，晚上要去那边开设新病

区。队长一招呼，大家即刻响应。虽然我们不是军

人，但我们都按照军人的执行力要求自己，严格遵

守上级安排。

按照上级安排，2 月 3 日当晚预计收治 30—35

名患者。我的内心有点忐忑，北医三院副院长沈宁

安慰我：“没事，大家一起。”急诊科的李姝姐对我

说：“咱们北医三院抢救室什么阵仗你没见过，不

怕。”没办法，属兔子的人可能胆小。

火车往前开，全靠车头带。不到 19 点，大家已

经在驻地一楼大厅集合完毕，乔杰院长跟沈宁副

院长亲自带队，大家斗志昂扬地向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前进。快速熟悉新病房环境后，全员即

刻更换防护服，乔院长亲手给大家的防护服上写

名字标识。

20:50 左右，第一位患者到达病房，副院长沈

宁带领我们进病房对病人进行了问诊。病人陆

续 到 来 ，我 们 问 病 史 、评 估 病 情 、开 医 嘱 、写 病

历。得益于北医三院援鄂国家医疗队梳理出的

工作流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6 个小时共收

治了 24 位患者，其中危重症患者 3 人。

凌晨 3点，北大人民医院的同事来接班了，北医

三院的队员们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自己干得越

多，留给其他同事的尾巴就越少，我们是一个整

体。终于下班了，大家都开玩笑说这是“北医三院

抢救室的 Plus版”。

车开了，驶向驻地。武汉的夜是安静的，车

上更安静，虽然只有短短十分钟的车程，大家都

睡着了。

葛庆岗队长、袁晓宁书记和李少云护士长不知

有多久没睡觉了，他们的眼中充满了血丝；57 岁的

王丽副队长是武汉人，她主动请缨来到援鄂医疗

队，用实际行动回馈家乡；接连作战的李超、程秦医

师现在依然在一线；第二批援鄂队员李姝姐来武汉

后，随即参与新病房建设，参与讨论工作流程，今天

晚上还要继续和我们一起战斗……

请帮忙编个“善意的谎言”

2月4日 武汉金银潭医院ICU 晴
喻赛红 国家医疗队、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护师

刚刚上完一个晚班。下午 6 点到凌晨 1 点，整

个人被塞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熬了 7小时，感觉

身体达到了承受的上限。

这个晚班，熬到 5 小时的时候，我明显呼吸困

难，注意力难以集中，肚子还饿得咕咕叫。不过，谁

都没敢出去休息一下。毕竟，防护物资太珍贵了，

用一套少一套。

为了支撑下去，我们开始相互打气。还没有我

们这么多人来支援的时候，金银潭医院的同行们每

天超负荷工作，病人多，护士少。临时成立的 ICU

各种工作设备不完善，没 ICU 工作经历的人员占了

大多数，每天的工作必须坚持“白+黑”，想想都可

怕。但是，那么高的强度，他们都熬过来了！我们

没理由不挺住。

我开始慢慢调整呼吸，转移注意力，以便忘记

我的干渴和饥饿。

在我管的患者中，有一位 76岁老奶奶，退休前，

她就是金银潭医院某科的护士长。老人来 ICU 时

候，已呼吸困难，吸氧血氧饱和度只能维持在 80—

82，高流量给氧勉强能到 90，第二天，她就只能通过

插管来接受治疗。那天，她电话一直响，可她已经

接不了了。

我犹豫地看了下电话，帮她接了。电话那头，

是她儿媳妇，来询问自己婆婆的她情况。我回复

她，说老人呼吸困难现在气管插管了，接不了电

话。电话那头就听到了哽咽。老奶奶的儿媳妇告

诉我，公公因感染刚刚去世，现在全家都被隔离，没

法给老人送东西和看她。如果老人醒了，请求我们

多安慰她，并想办法“编个谎言”，隐瞒家里实情，免

得她伤心。

听完我特别难过，只说了一句：“放心，你们都

加油！”

是的，因为病毒侵袭，每天都有人离开这个世

界。但我们要勇敢，要和他们一起熬过这一关。

2020年，活着，就会有更好的明天！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月3日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 多云
郭京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赴武汉医疗队护士

今天我再次进入病房工作，熟悉了环境，一切

变得亲切而顺手，就连厚厚的防护服好像也不再那

么憋闷了。早交班结束后，我和协和医院的护士瞿

颖一起，与每位患者打招呼，了解他们的需求。之

后是为患者测量体温、脉搏、呼吸、血氧饱和度，以

及个性化的服药、输液。在病房里转上两圈，让我

感觉浑身冒汗。然而在忙碌的工作中，我始终保持

着轻松的心情，在雾气腾腾的护目镜和严实的口罩

后，我始终面带微笑，虽然患者看不清我的表情，但

我工作的好状态，让我负责的患者面对治疗也显得

更积极、乐观。

工作过程中接到一个呼叫，响应后我走到床前

准备为患者更换输液。这位患者显得很焦虑，过程

中不停提问，“我家里人都不在身边，连个给我送东

西的人都没有，姑娘，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得在

这里住多久啊？”在他停顿的时候我插空问了一句：

“您今天是不是好多了？”“好多了。”“加油啊！”“哎，

谢谢！”之后，他主动告诉我这两天体温降下来了，

身上好像也有劲儿了。

我一边换液，一边安慰他：“一切都在好转呀！

我是从北京来的，我的许多同事也在这里。不光是

北京，很多省市都派了很棒的医疗队来，国家非常

重视，您放心治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患者仿佛

从我的话语中得到了安慰，连连道谢，还说想戴上

眼镜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我说您不用看清楚我，我

给您在床边墙上贴了一张纸片，等您恢复点了可以

戴上眼镜看看。我在纸上写的是：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请您加油再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再努力！

今天也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明天只会越来越

好！我们一起加油吧！

虽然你看不到虽然你看不到，，但我的口罩后面是微笑但我的口罩后面是微笑

因为病毒侵袭，每天

都有人离开这个世界。

但我们要勇敢，要和他们

一起熬过这一关。

”
“

当我走出医院大门，暖

暖的阳光照在身上，我想，今

天也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明

天只会越来越好！我们一起

加油吧！

”

“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2月4日，在江西省南昌市昌北机场，江西援助武汉医疗护理队成员准备登机。 新华社记者 万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