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在咽部采个样，不要紧张，等下我会把这

个拭子头伸到你咽喉深处转几圈，十几秒就可以

了！”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航站楼负压排查室，广州

海关保健中心主管医师梁蓉蓉一边安抚着接受排

查的出境旅客，一边拿出压舌板和拭子，准备采样。

在白云机场口岸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梁蓉

蓉连日来需要对发热及有症状的出入境旅客进行医

学排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样本采集，协助转运染疫嫌

疑人等。面对各种高风险旅客，她总是如此轻声细

语与他们交流，以“医者仁心”的态度开展着工作。

“决不能遗漏一例染疫嫌
疑人”

1 月 20 日晚上，梁蓉蓉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钟

南山院士与央视直播连线的新闻，作为一名有着 10

多年传染病防控经验的医生，职业的敏感性让她隐

隐感觉有些不安。

“疫情发展得这么快，组织可能随时需要我。”

第二天，梁蓉蓉联系旅行社退掉了一个月前已经定

制好的出行计划。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主

要负责出入境人员传染病监测、国际旅行医学检查

及预防接种、国际旅行健康咨询和医疗保健等工

作，并在 2016年承担了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合作中心

分中心的职责。

作为旅行医学部负责人，梁蓉蓉毕业于广东药

学院预防医学专业，在保健中心已工作 10 年，主要

工作是旅行医学咨询和传染病监测。

作为广州海关首批支援白云机场口岸疫情防

控的人员，大年三十天未亮，当家人还在睡梦中时，

梁蓉蓉轻轻掩上门，踏上了前往一线的征程。

春节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约

4.5 万人次，人员流动性大，通关速度要快，病例排

查风险高，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穿上防护服，戴

上防护口罩、面罩和医用乳胶手套后，梁蓉蓉立刻

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她和同事必须对有症状人

员进行体温监测和风险排查，不能遗漏任何一个可

能存在的传染源，确保疫情不经国门传入和传出。

又一趟国际航班抵达白云机场，机上一名入境

空乘人员主动申报有发热、心悸等症状。在详细了

解旅行史、症状体征等一些细节后，梁蓉蓉初步考

虑不排除新冠肺炎感染的可能，经请示后立刻启动

转运程序。

等待转运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涉世未深的年

轻空姐面对未知的疾病情绪有点失控。梁蓉蓉递

上一杯热水，帮她联系同事送来生活用品，在留置

室，梁蓉蓉向对方科普新冠肺炎的知识，减轻其心

理负担。

当日中午，梁蓉蓉与同事亲手把这名空乘人

员交到 120 救护车医生手里。在准备上救护车

时，已经平复下来的空乘人员转身朝着这两名看

不清模样的海关卫生检疫人员轻轻鞠了个躬，连

说三声谢谢。

“实话说，心里没有压力是假的。”梁蓉蓉说，最

大的压力是怕判断错误、工作失误，漏掉一例染疫

嫌疑人。每天面对高风险人群，压力还来自防护工

作。采样是一个暴露过程，做完流行病学调查和采

样，安排旅客转院后，必须要第一时间开启场地和

人员喷洒消毒，争取做到最大程度保护旅客及同事

们的安全。

“我不担心自己，我害怕影
响他人”

自从我国 1 月 25 日重启填写健康申明卡制度

以来，出入境人员特别是出境人员自行申报有症状

的旅客激增，梁蓉蓉的工作量倍增。

有时候几个航班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起飞，五六

百名旅客陆续进入出境通道，有多位旅客需要进一

步排查。为保证通关顺畅，梁蓉蓉经常饭都顾不上

吃。防护服一穿就是一整天，喝水、上厕所都不方

便，所以干脆少喝水甚至不喝水。“我是学预防医学

出身的，作为一名党员，看到疫情来临的时候，我觉

得自己就应该站在防控最前线。”

36 岁的梁蓉蓉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一个 7

岁，一个 2岁半。一年级的哥哥已经懂事，妹妹正是

粘人的时候，整天哭着要找妈妈。每次下班回家

后，梁蓉蓉都细心地把鞋子摆在门外，把衣服挂在

通风处，然后从头到脚洗个热水澡，才去卧室看看

乖乖写作业的大儿子，亲亲已经睡着的小女儿。

梁蓉蓉的母亲住在佛山，知道女儿要去一线工

作，每天都会发微信叮嘱要做好防护，不要省口罩。

她笑着跟妈妈说：“口罩是紧缺的防护用品，要

省着用呢！”没想到几天之后，梁蓉蓉收到妈妈寄来的

一个快递，里面装了一打一次性口罩。那是妈妈跑

了当地好多个药店，又找了亲戚朋友才凑起来的。

妈妈说：“我响应国家号召不出门，口罩我用不上。”

说着这件事，梁蓉蓉笑了，眼中泛起泪光。

每一次发热排查，梁蓉蓉都认真细致，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我不是担心自己，我是害怕自己不小心

感染了病毒，传染给家中的亲人；我是害怕漏掉了染

疫嫌疑人员，祸害了后面的密切接触人员；我还害怕

因为自己防护的疏漏，影响了我们的战友……”

“疫情来临时，我应该站在防控最前线”

他们只是普通医务和后勤工作者，他们是孩子的父母，是

年轻的姑娘，是正当年的小伙子。平常，他们在岗位上兢兢业

业，默默无闻；但在非常时期，人人谈疫色变时，他们冲到了前

面。他们是平凡人，也是大英雄。

在山东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兖州院区，陈珂的工作是给

感染病人采集咽拭子还有痰标本。自 1月 21日来到感染性疾

病科至今，他已不分日夜，连续在战疫一线奋战了 20 多天

了。“接触第一个疑似感染患者的时候很紧张，也真的害怕。”

但那一刻，他却很悲壮地突然想起一句诗，不很应景，却激励

人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

“总有很多陪伴没能给够，念您。”最近，陈珂更新了一条

朋友圈。就在前两天，姥姥走了，陈珂最难过的，是没能送送

姥姥。遗憾何止这些呢？陈珂的 3岁儿子已经生病住了 10多

天院，他却无法前去看上一眼。他在心里默念，“儿子啊，你多

体谅爸爸，关键时刻，爸爸要顶上，要保护更多的人。”

春节到了，团圆却没有如期而至。

1 月 21 日，张会敏接到领导电话：“感染性疾病科发热门

诊开始收治来自武汉疫区的发热患者！立刻准备进入战斗状

态！快！”

张会敏知道这通电话意味着什么。她匆忙买了一些生活

物资，送到父母家中。母亲常年有病，最近又感染了带状疱

疹，疼痛不能下床。她本来可以细致入微的照顾，可是现在，

却只能将年迈患病的母亲放在一边。和 17 年前抗击非典一

样，冲上战“疫”一线。

每天，为来诊患者登记、测量体温、抽血、采集标本、陪同

检查；每天为患者输液、发药、雾化、吸氧……今天已经是张会

敏在疫情一线坚守的第 28天了。

“您好，我们需要对您进行体温检测。”在兖州高速南口收

费站，薛芮仔细对每一辆下高速车辆的驾乘人员，逐一进行体

温检测，详细询问身体状况等，确认各项体征无异常后才予以

放行。

“执勤的时候没吃过一顿热乎饭，晚上气温太低，冻得浑

身都发抖。”饥寒交迫没让这位 23岁的姑娘落泪，一句话却让

她热泪盈眶。“一次执勤时候有个货车司机下来登记，我给他

量完体温后，他来了一句‘你们太辛苦了，感谢你们！’还对着

我鞠了一躬，当时，我的眼泪瞬间就来了。”

“我只是一名保洁工，不会看病，但我也想做点什么。”医

院的张大姐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忙活，做好分管区域的当日清

洁和消毒工作。关键时候，保洁工作也重要，为此，老大姐连

着几天没回家了。食堂厨师张路军家住颜店镇离医院较远，

疫情期间他一直都住在医院里。面点师裴景云家住北关小

区，每天凌晨 2点半就要从家出发，一天都未曾间断过。

他们都是医院的普通职工，甚至没有职务。在抗疫关键

时刻，他们舍小家，顶上去，冲在前。向他们致敬！

他们是平凡人

也是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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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一线镜头

我一直认为，医生最大的

作用，是帮病人渡过生命的岔

路口。

”
“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张美荣 董 体

当前，新冠肺炎肆虐，各条战线的“逆行者们”正冲锋陷

阵，在疫情阻击战中贡献力量。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成都车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 17 年前非典疫情

蔓延时期，便冲在一线，直面风险；17 年后，面对同样凶猛的

新冠肺炎疫情，这些人或许岗位更换，或许容颜有变，但他

们依然勇敢地守护着旅客安全、保证运输畅通。杨茜是其

中的一位。

2003 年杨茜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站

客运车间书记。17年过去了，虽然岗位从客运车间转到设备

车间，但她依然冲向前线。今年除夕，身为成都站设备车间书

记的杨茜是在加班中度过的。由于疫情紧急，通常作为后勤

部门的设备车间火速集结，车间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全体党员

连夜归队，为车站安装红外线体温检测设备。

回忆 17年前的战“疫”，杨茜说：“当时大家都是第一次接

触这种疫情，没什么经验，我们用手温枪给旅客测体温，效率

较低且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当时很多其他岗位的人员都来

一线支援。我的一项工作是送疑似病例出站，那时满身都是

消毒水味。”

17年后，杨茜再次挺身而出，和同事一起熬更守夜，探讨

如何布置安装抗击疫情所需设备，为了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她

每小时就得巡逻一次。“虽然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必

须要守好自己的这块‘责任田’，为抗‘疫’出一份力。”她说。

从“非典”到“新冠”

不同战“疫”同样的身影

何冬梅 曾 欣 本报记者 盛 利

陈 滟 徐 荔 陈 赟赟
本报记者 陈 瑜

成都站员工曹春霞在给同事整理口罩
受访者供图

帮病人渡过生命的岔路口

2月19日 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晴
赵旭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核工业总医

院）急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18日凌晨 2点 30分，我才下班回到酒店。算起

来，到武汉已经十天了，各种规范的落地，使早期忙

乱的医疗工作慢慢变得井然有序。

在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中，气管插管、有创

呼吸支持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对学急重症医学

专业的我来说，插管是必备技能，但为新冠肺炎患

者插管，无论是心理上还是技术上，却面临巨大挑

战。当你打开患者气道，意味着打开了病毒的大

门。为减少风险，我们得穿上几层防护装备，这会

使动作迟缓，让平时简单的气管插管操作变得较为

困难。但当真正面对垂危患者时，我们都得争分夺

秒。我一直也认为,医生最大的作用，是帮病人渡

过生命的岔路口。

晚上 10 点左右，一个病人病情恶化，必须尽快

给予有创呼吸支持治疗。接到通知，我立即从宿舍

赶到医院，换上防护服，迅速进入病房，完成呼吸

机等各项准备工作，随后在插管小组的配合下，完

成了本病区的第一例气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当

抢救结束，看到患者情况慢慢改善，心里特别高兴，

这就是医生的职业魅力所在吧。

重症病房传来喜讯

2月19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王明春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骨科护士

今天天气晴朗，心情愉悦，因为有好几位患者

核酸检测已经转阴，可能很快就要出院了。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开心，工作上更是干

劲十足！

在“频繁上线答疑解惑”的呼吸 ICU 高东晗老

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们这些非专业科室的“小白”

迅速成长。无创呼吸机、有创呼吸机、经鼻高流量、

密闭式吸痰，不敢说得心应手，大家操作起来也是

有模有样，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于

病情危重的患者，我们加强巡视，密切观察，有异常

及时和医生沟通对症处理。症状相对较轻的患者，

我们则会在治疗和护理的同时，给他们更多的关心

和照顾。每次进病房，尊敬地称呼一句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他们也会很开心。

一位病人是年轻的壮小伙，每次发饭时，大家

都会尽量多给他一些，让他吃得饱饱的！我们和患

者一起对抗病魔，一起战斗。春暖花会开，阴霾总

会散。樱花烂漫时，我期待可以看到武汉街头熙熙

攘攘，人们都摘去口罩，露出由衷的微笑！加油！！

捐赠的牛奶去哪儿了？

2月19日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 晴
段洪超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援鄂医疗队队

员、神经外科护士

晚上五点，这天是我这一组接班。同往常一

样，我们把患者的晚饭带进了隔离病房。为给患者

补充蛋白质，加强营养，我们每次都会给患者额外

准备一盒牛奶或者酸奶。

“小伙子啊，新闻上说全国各地捐赠物资，也给

你们医务人员送奶送水果。你们是不是把这些又

发我们身上了？”一位患者拿着刚发的牛奶问我，语

气亲切却带着焦急，“你们把营养品都发给我们了，

你们怎么办啊？”

“您们先吃，多吃点、身体好了，我们就开心

了。”我宽慰着患者。

听到我的话，同屋的几位患者，默默地流下了

眼泪。一位胃口不佳的患者也拿起他已放下的饭，

吃了起来，吃得很努力很努力。看到此景，我有些

感动也有些喜悦，感动于患者对我们发自内心的关

怀，喜悦于患者对病魔抗争的努力。

比十几年前抽出第一管血
气还要激动

2月18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林玉晶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老年

内科医生

接班时了解到，37床昨天开始由少尿进展到无

尿，早上静脉血也采集不出来。

有过危重症救治经验的医护都知道，如果经验

丰富的护士都采不出静脉血，除非患者本身血管条

件过差，否则，一定是患者病情极危重，影响了外周

循环。

动脉血气分析，是一种先采集动脉血，再利用

血气分析仪分析血液标本的检查操作，目的是评价

患者呼吸功能及酸碱平衡等状况。平时，这个操作

绝对是内科医生和外科护士的“拿手好戏”，但当穿

上厚重的防护服、戴着防护眼罩，就完全是另一回

事了。

安装好血气针、充分消毒，隔着手套，我一点一

点仔细感受患者股动脉的跳动，有那么一瞬间，都

有了脱下手套的冲动。突然，我貌似感受到了一点

搏动。来不及迟疑了，我赶紧原位进了针。有血出

来了，颜色和流速都正常，是动脉血！不知为何，我

觉得自己的心情比十几年前刚进临床抽出第一管

血气时还要激动。

拔针以后，我一手按压止血，一手不停地旋转

这管珍贵的血气标本。一会儿，小孙护士接替我按

压止血，我赶紧去进行血气分析，一切顺利。

出隔离病房脱防护服时，意外发现自己肩膀

部位的防护服外层布满了晶莹剔透的水珠，原来

汗水已经渗透破了防护服，但愿这款防护服不会

反渗。

想想自己这次困难重重的采集动脉血操作，更

加佩服医护团队中的护士兄弟姐妹们了，他们为了

高质量完成工作，每天不知要克服多少类似甚至更

大的困难。

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2月18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田慈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急诊科医生

北医三院急诊科的兄弟姐妹们：

医疗队独立接管重症病房的第一天，作为第一

组进驻病房的先锋队，我们接诊了17个危重患者，20

分钟内先后推进来四名病危患者，SPO2（血氧饱和

度）均在70%以下，其中两位SPO2不足50%。最严重

的已是休克状态，周身湿冷花斑。李姝和我，默契地

对视了一下，一人负责两名患者，给予初始诊治，连接

无创呼吸机管路，以最短的时间让患者得到有效的

治疗。看着他们氧合逐渐回升，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我们舒了口气。瞬间有种回到三院抢救室的感觉。

在病人无助的眼神里，仿佛我们的工作是他们最后

一丝希望，是他们生命里的那一道光。

工作中我是急脾气，每次我焦躁的时候，会想

起你们那句“田麻麻，你别着急”，都会努力让自己

安静下来。这里的患者时常对我们竖起大拇指夸

赞，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我们遇到的每一位患者，让

我们有了今天的自信和沉着。也只有不断努力，才

能更好护佑他们的健康。

在这场战役里，我们用心感受着每一位患者对

生命的渴望，践行着医者最初的理想。我们和武汉

同呼吸、共命运，唯有坚持、坚定、坚守。因为除了

胜利，我们别无选择。等疫情过去，等我们回北京，

继续并肩作战！

樱花将开樱花将开，，摘下口罩的日子不远了摘下口罩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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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烂漫时，我期待可

以看到武汉街头熙熙攘攘，

人们都摘去口罩，露出由衷

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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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医三院援鄂医疗

队独立接管的危重症病房
内，急诊科医生田慈（左
二）和同事正检查患者各
项监测指标。

北医三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