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城武汉，疫情紧急。

连日来，无数白衣战士挺身而出驰援武汉，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尽自己所能与病毒较

量、与疫魔抗争。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空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放射诊断科医生张劲松教授就是其中一员。

抗疫一线，他是最早提出应将 CT 诊断结果作为确

诊重要参考的专家之一。

“从专业角度看，肺部影像是临床确诊新冠肺炎

的最主要依据。因此作为一名专业医生，我更是坐

不住，必须来。”2月15日，张劲松在微信中回复记者。

除夕凌晨，空军军医大学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要

抽调 150 名医务人员组建医疗队驰援武汉救治患

者。一个小时内，通知下达到西京医院各科室，张劲

松第一时间主动请缨。他在请战书中写道：“我是党

员，是军人，危急时刻，我应该冲锋在前。肺部影像

学诊断是新冠肺炎临床确诊的有力依据，我和肺部

影像打了26年交道，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请组织

批准我加入医疗队，我定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1 月 26 日，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正式进驻武昌

医院，一到医院，张劲松和战友们便立即投入战斗。

作为武汉市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之一，来武昌

医院的病人几乎均为疑似病人，平均每天要接诊500

余人次，肺部影像诊断工作从早到晚无停歇进行。

“为避免聚集筛查引发的交叉感染，我们必须

保证患者检查完毕后当场拿到影像诊断结果。”张

劲松说。面对成百上千张肺部 CT，张劲松准确而

快速地书写着报告，同时标记特殊病例，确保精准

高效地为临床提供影像信息。

厚重的防护服，“朦胧”的护目镜，脸上勒出的

水泡，立等可取的检查报告……张劲松和战友们争

分夺秒、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1月 29日，已经手握大量病例 CT 片的张劲松，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一个问题：患者 CT 检查与核酸

试剂盒 PCR 检测结果有不符现象。这一现象引起

了这位老兵的警觉。

张劲松立即将此情况反映至医疗队，并建议加

强对 CT 显示阳性患者进行跟踪防控，同时提出应

将 CT诊断结果作为判断是否确诊的重要依据。

“影像检查具有重要的疾病诊断价值，对于临

床了解病情、判断进展或预后极为重要，在出现大

量疫情的严峻时刻，CT 检查能快速确定感控人

群。”张劲松说。

2 月 4 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联合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将“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

者”作为湖北省临床诊断病例标准，采取宁错勿漏

的诊断原则。这进一步证实了张劲松的判断。

如今，张劲松和战友们又忙碌在火神山战“疫”

一线。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 CT片子炎症范围逐渐

缩小，磨玻璃样逐渐减淡消失，他和战友们感到无

比欣慰，信心十足。

截至 2月 15日，已连续工作 20余天的张劲松和

战友们通过 CT影像判断确诊的患者已超过千例。

但疫情如火，他不敢有丝毫松懈。目前，张劲

松正加紧对大量的影像数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探

索 CT 影像特征及其与核酸 PCR 检测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的协同诊断价值。

“希望影像学能为新冠肺炎临床诊断提供更加

科学有力的支撑。”张劲松说。

他用“火眼金睛”确诊上千例新冠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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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一线镜头

愿国泰民安，山河无恙；

愿病人早日出院；愿同战友重

逢故里。

”
“

张 静 安 睿 本报记者 张 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位曾经在‘非典’一线战斗过的医

务人员，我觉得有责任也有义务出一份力。”说这话的，是一名

在海南澄迈县过冬的“候鸟”老人，名叫董捷。他今年 67 岁，

原为辽宁省武警总队医院传染病专业的副主任医师，有着 30

年传染科工作经验。

2003 年北京等地发生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时，董捷主动请

战，作为武警抗击“非典”专家组传染病专家之一，一直坚守一

线救治病人，直至抗击“非典”胜利。董捷因功绩显著荣立二

等功，并被评为武警部队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先进个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董捷主动联系所居住社区的“候

鸟”工作站，希望协助澄迈县开展疫情防控工作。1 月 30 日，

他作为“候鸟”医护人才，进入澄迈县人民医院开展工作，又一

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抗疫一线。

连续多日，董捷每天都参与到当地的疫情防控防治工作

中去，和医院其他专家共同对疑似病例进行会诊；对医护人员

进行培训、心理疏导；与外省在定点医院工作的同学、同事及

时沟通共享防护知识……

“要做好防护，戴好口罩，勤洗手，家中常通风，无需恐

慌。”接受采访时，忙前忙后的董捷不忘交代记者“注意防

护”。董捷说，由于上了年纪，一开始，家人对他再赴一线的决

定表示担心。他经过耐心地说服，每天与家人分享工作情况，

才渐渐消除家人的担心与顾虑。

“董大夫是我们后海温泉小镇‘候鸟’工作站的志愿者，经

常参加公益活动。有了老专家的指导，我们感到很安心。”“候

鸟”工作站工作人员田桂云说。

医疗卫生领域的“候鸟”人才一直是海南省的重要人才补

充。当前，疫情防控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候鸟”专家们纷纷

主动联系海南各区委组织部、医疗机构、人才工作站等，自愿

报名请战，愿意发挥专业特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自愿请战

老专家坚守医者初心

ICU人的生日随想

2月17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张佳男 北医三院ICU护士

今天是援鄂抗疫的第 24 天，农历正月二十四，

我 28岁生日。

如果有人问来武汉后悔吗？我的答案是 NO。

我是一名危重医学科护士，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 ICU 工作人员。此次援鄂抗疫，北医三院危重

医学科共派来 13 名医护人员。葛庆岗是我们危

重医学科的副主任，也是这次的队长，他说，ICU

人不怕苦、不怕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迎难

而上。

给病人输液，大爷说戴着防护手套，扎两针没

关系；送病人做 CT，排队的病人指了指我的姓名卡

说，谢谢你们来了，武汉感谢你们；还有一个患者带

着南方女子特有的温婉，朝我握紧拳头，会心地笑

着；给病人发药，一位年轻的患者对我说：“姑娘你

又上班啦，虽然没见过你的样子，听声音我知道又

是你。”

今天凌晨 3 点刚接班，就要对 37 床病人进行

抢救。我跑着推开了病房门，指挥抢救的是我同

科室战友赵志伶，赵老师沉着冷静，每一条医嘱掷

地有声，在每一次的抢救按压中，我心里只有一个

信念，无论如何要救活他。但最终很遗憾，我们没

能留住他。

前线队员们身上穿的每一件保暖衣，吃的每一

桶泡面都来自不同的捐赠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名

字，集装箱上的“驰援武汉”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武

汉下雪了，武警队员出来扫雪说，路滑你们注意安

全。驻地的保洁阿姨说，孩子们多穿点。凌晨送我

们上班的司机师傅说，谢谢你们，武汉人民感谢你

们。我也想说，谢谢你们，辛苦了！

今天武汉雪后放晴，江面上枣木轮子的船又

开了。站在窗边，江水泱泱，微澜的心带着期盼，

击碎生活的宁静。那些默默无闻的付出，栖息在

湮灭的时光中，也许会寂静无声。但我会记住那

些教会我们成长的瞬间及感动的眼泪，我会记住

江面上雪色如花、水佩风裳的美，我会记住武汉这

座伟大的城市。

如果问我有什么生日愿望？那就是愿国泰

民安，山河无恙；愿病人早日出院；愿同战友重逢

故里。

爷爷奶奶，你们要快快好起来

2月17日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 晴
吴宇 湘雅医院消化内科主管护师

昨天，是我来武汉后上的第一个早班。在正

准备开始核对药物时，我所负责的 173 床的沈奶

奶，一脸忧郁地过来找我。我原以为她有什么不

舒服，需要我帮助。正准备开口问时，老奶奶就说

话了。

奶奶告诉我，她说想出院，想去看望自己的老

伴。这确实难倒我了，我先把奶奶扶到病床上，让

她先躺下休息，和她耐心讲解了住院须知及疫情防

护等宣教事宜。在做完了这些“严肃”事情后，我和

奶奶聊天，问及她想看望老伴儿的原因。

奶奶告诉我，她的老伴也在武汉协和西院住

院，目前在 2 楼的 ICU 病房，病情很严重，这让她

很担心和牵挂。也因为这个原因，奶奶吃不安心，

睡不安心，只希望自己可以出院，能去给老伴加油

打气。

听到这儿，我的护目镜后已满是泪水。我想了

个办法，帮奶奶录了个小视频，把她想对爷爷说的

话录下来，转交给 2 楼 ICU 的医护人员，让他们放

给爷爷听，播给爷爷看。我想，沈奶奶的这份鼓励

一定会帮助爷爷尽快好起来。

我托小伙伴把这份充满着爱的视频传递了过

去。到了晚上，在我们的“援武汉协和医疗队员群”

中传来了好消息：“沈美珍的视频已经让 ICU 的老

伴反复看了！”群里很多小伙伴为这条消息点赞，我

也高兴得再度流出了眼泪。

奶奶，希望您和您的老伴快快好起来。以后，

你们还要一起牵手，度过更美好的未来！爷爷，奶

奶，你们加油！

一支严谨的医护小组

2月16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李小龙 北医三院泌尿外科护士

到武汉整整 10 天了。今天是我第四次进入病

区工作，我所在的第六小组医护人员经过多日磨

合，已经成为了一支精锐小队，进病房前队员们互

相帮助穿隔离衣及防护服，互相检查不放过任何细

节，保证队友能得到最安全的防护。

进入病区后，所有人严肃、严谨，工作有条不紊

地进行。医生对所有患者进行查房，根据病情修改

医嘱，我们护理人员也能快速反应，立即给予相应

处理，所有人都配合默契。

由于病房收治的是危重症患者，部分患者需要

长期卧床。受到防护服以及护目镜阻碍，给一名气

管插管患者翻身可能需要 3 名护士同时进行，一人

翻身，一人进行床铺整理，更换尿垫，保证患者皮肤

清洁干燥并对受压部位进行皮肤观察，一人进行病

情的观察，保护管路，避免脱管。尽管工作量很大，

还有很多其他护理工作，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克

服困难，保证每一位患者都得到全面护理。

结束了一天工作，大家仍然精神饱满，在返

回驻地的班车上，我们一起聊着今天的工作和今

后要注意的事项，并对工作进行小结。今天也恰

逢我 31 岁生日，在小组群里，我收到了大家满满

的祝福。

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多人聚集。由于我们住在

酒店同一层，大家各自打开房门，在门口一同为我

唱生日快乐歌。我被深深感动，谢谢你们，我亲爱

的六组成员。

我在屋子门口，许下生日愿望：希望每一位

战友都平安、快乐。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疫情

早日结束，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希望全国

所有患者都能早日康复，全国所有医务人员都平

安凯旋。

今天，我去病房“话疗”

2月16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袁晓宁 北医三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

清晨，太阳突破云层，让人心情愉悦。昨天和

沈宁大队长约好，今天去病房“话疗”。

一早随队来到病房，刚推开一扇门，就听到格

外惊喜的声音：“袁队，您今天来了，我好多了。”我

在惊讶中发现，这个女病人入院第一天见过我。当

时我扶了她一把，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她竟然把

我记住了！看着她兴高采烈地汇报她的身体状况，

真高兴。“话疗”疗效显著啊！

在查房中我们发现，两个年轻姑娘正带着一位

阿姨做广播体操，真是一幅美好的画卷，可惜当时

没有相机。大家都有着有这么好的心态，这么积极

的生活态度，武汉又有什么理由不尽快重启呢？

1 床的病人是个年轻小伙子，很困惑自己如何

染病，最终他同意了一个说法：这是因为和我们有

相遇的缘分。他说他对北医三院很熟悉，跟我们约

定以后北京再见。2床的病人是一位退休的警察叔

叔，人很低调，居然在我们给患者的留言条上写了

两首诗，请他合影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晚上，我还参加了同济院区的感控沟通例会，

各家医疗队交流问题，分享经验，护佑医患安全。

春已立，花已开，离我们能摘下口罩互相拥抱

的日子不远了吧？

待到春暖花开时待到春暖花开时
我们再好好拥抱我们再好好拥抱

希望全国所有患者都能

早日康复，全国所有医务人员

都平安凯旋。

”
“

春已立，花已开，离我们

能摘下口罩互相拥抱的日子

不远了吧？

”
“

新冠病毒，令人望而生畏。与它“作伴”，就好比是一次生

命的“闯关”。他们，就是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病毒“拆弹

人”——检验员。

走进深圳市龙岗区疾控中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刺鼻的

消毒药水味扑面而来。一扇扇紧闭的大门内，如同一个个没

有硝烟的战场。“大家闻之色变的病毒，在我们眼里却是珍贵

的‘劲敌’。”检验科负责人金玉娟说，来自龙岗全区的采样管

在被层层包裹之后装进运送箱，送到这里来，每一次检测都充

满了挑战，“在未知情况下，它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1月中旬开始，深圳陆续发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金玉娟

和同事们全员无休轮值，抓住一分一秒对疑似新冠病毒样本

进行检测。近一个月来，她们每天要处理 70 份样本，高峰时

超过 130份。“在拆除包裹、打开采样管、提取核酸的每一个环

节，我们都需要像‘拆弹般’谨慎。”曾与同事一起成功分离到

我国首株新型虫媒病毒 Nam Dinh 的金玉娟说，所有样本均

来自疑似感染者，提取核酸时若有不慎，病毒就可能通过溢洒

等不同方式对检验员造成危害。

金玉娟告诉记者，病毒外面有一层衣壳，里面包裹的就是

核酸。检测过程中，首先要对样本进行处理，使得衣壳破裂，再

用特殊的方式将核酸提取出来。尤其是在开盖提核酸时，现场

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人操作、一人协助，以防病毒“跑出来”。

时间已是 16 时 30 分，工作已进行了 8 个小时，实验室的

“老师傅”杨慧还在紧张忙碌着。“现在的实验室条件比那时候

好多了。”由于检测任务重，杨慧经常在下夜班后的白天还留

在实验室，帮助大家整理资料，清点和补充防护用品，并带教

前来支援的检验员。

每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的确诊，都离不开检验员的检测，他

们的实验结果指导着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排查的动

向。“在这场生命的‘闯关’中，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因为病毒‘炸

弹’拆除得快一点，疫情扩散蔓延的范围就会小一些。”杨慧说。

与病毒作伴

他们是抗“疫”一线“拆弹人”

22 月月 88 日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员护士长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员护士长
孙纯孙纯（（左左））在武汉雷神山医院翻看患者医嘱在武汉雷神山医院翻看患者医嘱
情况情况。。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摄摄

22月月33日日，，金玉娟把样品通过传递窗上机进行核酸金玉娟把样品通过传递窗上机进行核酸
检测检测。。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四位进驻武昌
医院放射科的空军
军医大学医疗队放
射 组 人 员 正 在 互
相加油打气，右二
为张劲松。

受访单位供图

2月 6日凌晨，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象湖院区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曾振国在与隔
离病房内的护士视频
通话，了解患者情况。

新华社记者

万象摄

王祝华 通讯员 于亚楠

新华社记者 周 科 王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