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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一线镜头

12 年前，佘沙目睹医护人员如神兵天降，疗愈汶川的伤

口。12年后，她多次申请，成为武汉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

今年 24 岁的佘沙是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肿瘤科护士。

两次主动请战后，她于 2月 2日随四川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

来到武汉，是这批医疗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

“我觉得我应该去。”佘沙说，“因为我和其他护士不一样，

我是汶川人呀！”

汶川地震时，佘沙在读小学五年级，隔壁栋的教学楼与她

的家都在地震中变为废墟。余震不断、公路损坏、信号全无，

但地震后第二天，佘沙就在废墟中看见了驰援的军队医疗队

员，此后，全国各地医护人员纷纷涌入。

“感觉救死扶伤的他们很神圣。当时我就想，如果能成为

他们中的一员就好了。”佘沙说。受这段经历的影响，佘沙选

择学医，成为一名护士。

到达武汉后，佘沙被分配在医疗队的驻点酒店负责院感

与后勤工作。与佘沙同批驰援湖北的四川医疗队员大多为呼

吸与重症医学科、心内重症等科室护士。此前她并没有接触

过院感工作，抵达武汉后，她边向华西医院的前辈们学习，边

在工作中总结经验。

工作理顺后，佘沙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多，又三次申请去

医院工作。

2月 11日，她进入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病区的清洁区，监

督院感工作，负责公共区域和医疗防护用品的消毒，避免医护

人员在清洁区发生交叉感染。此外，她也负责领取防护用品

与药品。

在清洁区，佘沙认识了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感染科五病

区的行政护士长叶曼。奇妙的缘分通过两人将四川与湖北紧

紧联系在了一起。

2008 年，刚工作的叶曼作为志愿者参与救治汶川受灾群

众。得知汶川姑娘坚持来到疫情中心支援的故事后，叶曼感

动不已。“冥冥之中，好像以前帮助过的这群人，又回到了我们

身边。”

但佘沙还不满足，又两次申请进入污染区照顾病患。她

说：“自己学的是医学护理，希望能够到临床，直接帮助病人。”

汶川姑娘的七次援鄂请战

54 岁的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杨春华，

也是该院援鄂第一临时党支部书记。1月 28日到达武汉汉口

医院，他就一头扎进前线救援工作中。直到这两天，他在家族

微信群里，看到六年级侄女彭诗淇送给一年级外甥浠浠的一

首诗，才知道原来自己 39岁的小妹也来到武汉抗“疫”。

杨春华说，看到这首诗感觉很欣慰也很温暖，外甥、侄女

都已经长大且懂事，不但关注国家大事、理解家人驰援武汉，

还懂得互相关心宽慰。

因为父母都年近八旬，身体也不太好，去年已经回到湖南

老家休养。作为大哥的杨春华，本来打算大年二十九回老家

陪父母过年，一家人热热闹闹团聚在一起；但大年二十八接到

医院紧急通知后，就留在广州待命。他说作为医务工作者，救

死扶伤是本职工作。“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是免费的，是国家培

养了我，作为党和国家的人，国家需要我的时候应该挺身而

出。”杨春华说。

作为党龄 32 年的老党员，在部队又历练了 20 多年，汶川

救灾、昆山大爆炸抢救、援藏，他都主动申请。这次医院紧急

成立医疗队，他也主动报名。

杨春华的妹妹杨满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

院供应室的护士，她可爱的女儿才上小学一年级。当杨满红

得知医院组派第二批支援武汉医疗队时，也义无反顾地报名

参加。2月 13日，她跟随医疗队奔赴武汉。

杨满红是杨春华最小的妹妹，相差 15岁。妹妹深受杨春

华影响，一直以哥哥为榜样、骄傲，长大后选择了护理工作。

此次前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父母隐瞒了出征的消息，不希

望年迈的父母担心。

杨春华在家族群看到这首诗时，知道小妹也在武汉，第一

时间打电话过去，询问了相关工作情况，叮嘱妹妹一定要做好

自身防护，因为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去照顾病人。

一首诗让战疫兄妹相认

这是我走过最漫长的路

2月23日 武汉协和江南医院 晴
周童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核工业总医院）

呼吸科副主任医师

已是子夜时分，病区一片安静，谁曾想到，这里

刚刚上演过一场“生死时速”。

晚间十时左右接到病区电话，一患者状况不稳

定，我是备班，当即出发。迅速赶到病区，了解患者

病情。

患者，女性，58 岁，既往有结缔组织疾病，长期

口服免疫抑制剂，此次不幸罹患新冠肺炎，入院已

有一周，但疗效欠佳。因其爱人与婆婆住在我们

病区，为方便相互照顾，于昨日转至我们病区同一

病房。但今日患者指脉氧呈进行性下降趋势，病

情危重。

与值班医生及前来会诊的重症医师讨论后，当

机立断决定转重症监护室进一步积极治疗，患者爱

人也表示“一切听医生的”。

但新的问题摆在面前，从普通病房到重症监护

室需要近 10分钟，转运过程风险较大。我们原拟利

用抢救车中的简易呼吸气囊保护患者转运，但患者

脱离高流量吸氧后指脉氧一下就掉至 60%左右。我

们迅速调整方案决定当场行气管插管以保障通气，

并再次向患者爱人交待病情，其表示理解并同意。

刻不容缓。推药，进喉镜、挑会厌、露声门，迅

速插入气管导管，拔管芯，确定位置，固定，打气囊，

接呼吸气囊，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但这才是万里长

征第一步，转运才是这次抢救的重头戏。

两人推床，一人捏皮球，进电梯，出电梯，我们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长长的走廊上一路小跑，我不

知道究竟用了多长时间，但感觉这是我人生走过的

最漫长的路。

终于到了。“指脉氧多少？”我气喘吁吁地问，护

目镜已是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脉氧仪。“八十！”

“赶快过床，接呼吸机！”不等喘口气，又进行下一步

流程。“1、2、3，走！”“好，再来一次，调整下位置，1、

2、3，走！”……

终于稳定了，我们也可以撤了。回到病房，和

患者家属再次交待了一下，他眼里噙着泪水：“谢

谢，谢谢！本来以为一家人这次可以在一起，没想

到又是一次分离！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会

的！”我坚定地握了握他的手。

走出污染区，脱掉防护服，衣服已被汗水湿透，

我瘫坐在椅子上，希望努力没有白费，愿他们夫妻

能“渡尽劫波，相约春暖花开”。

有希望，生命就像常春藤

2月22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黄倩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妇产科

护士

清晨，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得病室亮堂堂。

坐着轮椅在窗户边晒太阳的老奶奶，追着 TVB

侦探剧的小伙子，即将出院的小姐姐和家人打电话

报喜。和谐的画面中，一阵阵仪器声响把我拉回现

实，这里依然是重症病房，在他们隔壁是一个又一

个重症患者。

有用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的阿姨，已经插上气

管插管、用着复杂的药物维持生命体征的大叔。我

们的使命仍在继续，每一秒都在与死神抢人！一套

操作下来汗水顺着额头滴在护目镜里，一滴一滴清

晰可见。

我相信生命有时很脆弱，有时也可以很顽强。

只要希望在，生命就会像常春藤，一点点阳光，一点

点土壤，就能在目之所及的地方顽强生长！

春花正盛开，未来定可期

2月23日 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阴
程秦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呼吸与

危重医学科医生

截至目前，北医三院的国家援鄂医疗队累计参

与 3个病区的组建，收治病人约 140例。

第一天走进病房，就有病人说道：“看到你们北

京的大夫，顿时有了信心。”这不仅是信任，更是责

任。语言障碍，病人对治疗方案不理解，还有队员

们和新医院之间的磨合……我们克服了一个个困

难。除了积极观察病情，也努力帮助病人心理疏

导、尝试新型药物。

一名开始需要无创呼吸机的患者，在我们的鼓

励下逐渐脱机、回到面罩吸氧。还有一例血色素仅

3克、心梗、休克的重症患者，在入院 1天内 2次心脏

骤停。我们积极复苏、输血、置入中心静脉、气管插

管，联系专科医师的指导意见。

还记得刚来武汉时，有天晚上推开窗户，听到

附近小区许多人在喊“武汉加油”。这里的人虽正

饱受痛苦，但这座城市却蕴含着勃勃生机。

从新开病区时 24 小时内收治 30 名患者，到现

在病区黑板上住院总人数在逐渐下降，我相信，在

施行强有力的抗疫措施和积极治疗后，病例数一定

会越来越少。

今天是武汉封城第 30天，也是我们医疗队来武

汉的第 28天。春花正盛开，未来定可期！

抗疫苏大强，我们都挺好

2月21日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武汉
协和江南医院）雨转晴

周保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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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查房需要巡查整个病区的患者，每个患者的

情况及医嘱修改都要记录下来。查到近一半患者

的时候，一起的夏医生突然感觉不适，我们赶紧扶

她坐下休息，她稍作休息后，便继续查房。

回到办公室后才得知，夏医生惊闻医院的同

事好友彭医生昨晚去世的噩耗悲痛不已，查房时

是强忍内心痛苦和不适坚持工作。我们的心情也

很沉重。

我们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牺牲的战友

们惋惜默哀，也为仍然继续奋战在一线的战友祈祷

和祝福。尽管战疫之路充满艰险，但在党和政府的

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的工作防护和

生活有了保障。在此也向默默坚守在岗的科室同

事致以问候，正是由无数的医务人员的付出和坚

守，才做到“抗疫苏大强，我们都挺好”。

早日卸下“盔甲”，回家团圆

2月22日 武汉同济医院 晴
李小龙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泌尿

外科护士

2003 年 非 典 时 ，我 还 在 上 初 二 ，学 校 放 假 ，

不 用 上 学 。 父 母 因 为 工 作 原 因 不 能 回 家 ，我 没

人看管，过了一段悠闲的生活，那时的我对疫情

完 全 不 了 解 。 但 随 着 年 龄 增 长 ，才 体 会 到 疫 情

多么可怕。

如今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祖国大地，作为一名护

士，我已经站在抗击疫情一线。防护服是我的防弹

衣，治疗盘是我的武器，我们将和病人一起抗击病

魔，保卫人民生命健康。

期盼着我们能够早日战胜这病魔，卸下盔甲凯

旋归家，我们所有人都能与家人团圆！

渡尽劫波，我们都挺好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简文杨 戴希安

新华社记者 乐文婉 佘勇刚

“什么？你们叫我‘钢板’姑娘？要得！这个名

字带劲，说明钢气多身板硬，我喜欢。”2 月 22 日，军

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武汉驻地，刚下班的文职人员、

主管护师黄舒拿着手机和亲友聊着微信，大家喊她

“钢板”姑娘时把她逗乐了。

“钢板”姑娘叫黄舒，是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护士长。她既有重庆妹儿耿真爽真、

豪气大方的典型性格，又有对病人温婉柔情、耐心

细致的一面。

脚背打着钢板到武汉

出征武汉一个月前，黄舒不慎摔伤了右脚，趾

骨粉碎性骨折，医生给她脚背打了两块钢板和钢钉

固定，当时疼得她直掉眼泪。但为如愿参加援鄂医

疗队，她隐瞒了还未痊愈的伤情。“轻伤不下火线，

国家危难之时，我愿意出一份力！”黄舒在战地日记

写的这句话质朴而坚定。

黄舒如愿随医疗队到武汉后，工作表现出一股

韧劲和狠劲，是个敢打能拼的女汉子，医疗队战友

都亲切地叫她“钢板”姑娘。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医

护人员治疗的大多是重症新冠肺炎病人，由于病毒

传染性太强，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息，队员第一

次进入隔离病房，对心理和技术都是极大挑战。在

这种环境下，黄舒有过害怕和担心。

她第一次上岗是和战友前往“红区”——直接

和患者接触的污染区域，尽管已经做好了全身防

护，也熟记了感控要求和操作步骤，她还是控制不

住身体发出的紧张信号，心脏“咚、咚、咚”的急促跳

动声震荡着耳膜。“红区”就在不远处，她和战友每

走一步，就意味离病毒也更近了，危险多了几分。

她们心里不禁泛起阵阵波澜，但肩上的职责鞭策和

鼓舞着她必须勇敢面对。来到病房前，黄舒和队友

对视一眼，握拳互相鼓励说：“加油！我们能行的！”

到达武汉后这 20多天里，她在和队友并肩作战

时，经常忘记体内还装有钢板。有一次，需快速布

置新病区，需要大量搬运仪器设备和各种物品，她

变身搬运工，和战友从上午奋战到凌晨 1点，她的腿

因长时间负重走动，疼痛钻心般传来，不能正常走

路，她就用氟比洛芬凝脂贴膏止痛，第二天继续上

班。队友劝黄舒请假休息一下，她摇摇头说：“现在

前方人手紧张，我绝不能小病大养，这点伤没有什

么。”看着她一瘸一拐的走路的样子，战友们都看在

眼里，疼在心上。

“我这点苦不算什么”

按照“红区”病房的要求，非医务人员不得进入，

黄舒和队友需身兼数职，除了做日常治疗和护理外，

她还要负责打扫卫生、病区消毒、照顾患者饮食起居

等工作。“红区”老年病人占据大比例，由于病人病情

较重，黄舒和战友需要帮他们喂饭喂水、接大小便、

洗漱洗手等，工作量和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驻地离医院较远，黄舒需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

车去上班，平均 15 小时要轮一次班，每次至少 6 小

时，而每次上班的强度远远超出平常。她们每天都

会有错过饭点的时候，她和战友就回寝室吃泡面，

赶紧休息几个小时再坐车出发。由于上班期间没

法喝水，下班后身体已呈疲惫虚脱状。她和战友经

常在半夜去上班，在武汉郊区一座桥上等公交车，

他们在星朗月明下，任凭那寒风刮面，以盼消除一

些疲劳，保持清醒的头脑。连日的劳累，给黄舒的

意志力和体能带来巨大挑战，但她从未想过放弃，

反而越挫越勇。

除了工作的艰辛，生活的苦恼也接踵而来。黄

舒突然患上了干燥性皮炎，全身奇痒无比，身上很

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血点，结痂后又抓破，还

掉皮屑。脸上被口罩和护目镜压出深印和血痕，只

能反复使用创可贴来缓解。这些对于一个爱美的

姑娘来说，无疑是痛苦折磨。她却没叫过一声苦，

她说：“和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比起来，我们这些辛苦

和困难算不得什么。我要更加努力工作，希望胜利

的曙光早一点到来。”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

下，黄舒和战友高举右拳，因为表现突出，近日，她

被吸收为中共党员。那一刻，她心里洋溢着自豪

和骄傲，幸福的泪花在眼眶打着转，然后大颗大颗

滚落在脸颊。她相信，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下，在

武汉人民自强不息下，一定会赢得疫情防控阻击

战胜利。

这位“钢板”护士很温柔
朱广平 王 琼 本报记者 雍 黎

我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在长长的走廊上一路小跑，我

不知道究竟用了多长时间，但

感觉这是我人生走过的最漫

长的路。

”

“

我相信生命有时很脆弱，

有时也可以很顽强。只要希望

在，生命就会像常春藤，只需一

点点阳光，一点点土壤，就能在

目之所及的地方顽强生长！

”

“

今天是武汉封城第 30

天，也是我们医疗队来武汉的

第 28天。春花正盛开，未来

定可期！

”
“

尽管战疫之路充满艰险，

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社

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的工作

防护和生活有了保障。

”
“

防护服是我的防弹衣，治

疗盘是我的武器，我们将和病

人一起抗击病魔，保卫人民生

命健康。

”
“

在武汉汉口医院，一位受益于心理疏导的患者准备
出院时，为医生竖起了大拇指，右一为杨春华。

受访者供图

北医三院治愈的首位患者领到“毕业证书” 北医三院供图

工作中的黄舒工作中的黄舒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黄倩 北医三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