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1 日 ，在
武汉市第一医院11
病区，重庆医科大学
附一院支援武汉国
家医疗队成功建立
了病区ICU。

重庆医科大学
附一院供图

4
2020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三■责编 姜 靖

抗疫·人物 新闻热线：010—58884063

KANG YI·REN WU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 2.00元

一线镜头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讯员 韩洪烁 李 雷

通讯员 袁 宝 本报记者 李丽云

罗国金 洪建国 本报记者 张 强

“您好，请问您是什么时候，从哪里返回微山的？”在山东

省济宁市微山县夏镇街道夏阳花苑社区排查现场，山东科技

大学自动化学院退役大学生刘志岩以“防疫协管员”的身份，

对流动人员进行逐一的健康情况检查和登记。

刘志岩于 2016年 9月参军入伍，2018年 9月退役复学，在

部队期间曾获“优秀训练新兵”“优秀义务兵”等荣誉称号，并

获嘉奖一次。疫情开始，他就主动报名参与到防控工作中。

“这是一场战斗！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有义务守护社区这个

‘小家’。”刘志岩说。

连日来，山东科技大学在全国各地的战“疫”一线出现了

一批像刘志岩这样的年轻身影，他们配合工作人员排查外来

人员车辆情况、监测体温、开展宣传、汇总信息，形成战“疫”一

线牢固的防卫线。

马凤强是山东科技大学材料学院 2016级学生，于 2017年

9 月退役复学，在校担任大学生国防教育联合会主席。在疫

情防控中，马凤强与担任村委妇联主任的母亲以及父亲一同

冲在抗“疫”最前线。

“我们全家都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配

合，感觉过了一个难忘的‘年’。”在志愿服务中，马凤强运用微

信、QQ、电话等线上平台，逐户、逐点、逐人排查近期到过重

点区域的人员，特别是返乡行程、时间、车次等重要信息，向村

两委报备。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要坚持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

在这个特殊时期就应该主动担当、主动作为，冲锋在前！”山东

科技大学 95后大学生耿璠说道。

耿璠是山东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大三学生，也是一名退

役军人。在防控工作中，她主动向家所在村委申请，成为一名

乡村疫情防控志愿者。

“尽量少出门，出门戴口罩”“婶子，检测一下您的体

温”……疫情期间，耿璠与村上其他疫情防控志愿者不分昼

夜、轮流值守在各检查点。乡村疫情防控的执勤并不简单，曾

是通讯兵的她充分发挥业务优势，有条有理地对村内居民情

况进行排查，她每天坚持为居民测量体温，进行信息登记，体

现了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的奉献和担当。

据了解，山东科技大学有近百名退役大学生主动参加到

基层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中。

大学生“老兵”抗疫一线当先锋

她是冲在防治前沿的医务工作者，他是坚守防控一线的

铁路客运人，他们是疫情面前携手“逆行”的夫妻。

2 月 22 日早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

张威给正在烟台站待乘的丈夫孙晓峰打来电话。尽管前几天

孙晓峰已获悉妻子在单位报名参加了支援湖北孝感市的防控

医疗队，但妻子出发的通知下来后，他还是流露出了些许担心

和不舍。“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的家属，我更了解病毒的危险。”

孙晓峰担心地说。

孙晓峰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牡丹江客运段的一

名列车乘务员，疫情发生以来，他和妻子一样，也一直忙碌在

防控一线，目前已经在值乘的列车上坚守了 21天。

“我值乘的列车是佳木斯至烟台的 K1394次，它也是我们

乘务基地运行最远的一趟长途旅客列车，来回需要四天时

间。”孙晓峰说，由于近期疫情严峻，车队很多家住在外地的通

勤职工被限制出行，有的还被隔离，不能按时到车队出乘，造

成各班组缺员严重。得知情况后，他第一时间找到车队，要求

帮班顶替缺员班组。“咱是党员，在党旗面前宣过誓，这个时候

必须冲在前面。”

“老婆，我参加了车队党总支组织的‘党员突击队’，现在

每天都很忙，还有，我胃病没犯，一切都好，你一定要保护好自

己。”“放心吧老公，我也很好，现在各地支援湖北的医疗同行

来了很多，大家都参与到了救治的行列，只要全国人民拧成一

股绳，我坚信一定会打赢这次防控战争。”

妻子张威所处的环境特殊，工作期间要随时穿着防护服，

不能拿着手机。同样，孙晓峰值乘期间要保持思想高度集中，

也不能接打电话。最近一段时间，微信就成了夫妻二人联系

的唯一方式。“只要一有闲暇，我就会看看妻子微信上发给我

的留言，同时我也会给老婆说几句叮嘱话。”孙晓峰说。

疫情中，这对夫妻携手“逆行”

退伍大学生马凤强在疫情监控点值班 韩洪烁摄

一家三口新冠肺炎患者同日康复出院！这可

是吴丹牵挂的一件大事儿。2 月 15 日，吴丹早早来

到科室，看望了白某一家三口，并嘱咐他们回家后，

一定要继续观察隔离，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吴丹，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性疾病

诊疗与研究中心二科护士长，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中

天使——抗击非典、防控甲流战场上，她被大家亲切

地称为“铿锵玫瑰”；援非抗击埃博拉病毒、援塞医学

合作的舞台上，她是传播中非友谊的“中国花儿”；新

冠肺炎疫情袭来，她再披战袍，奋战抗疫一线！

几乎每天都要进入病房

1 月 22 日，第五医学中心被确定为北京市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定点收治单位。吴丹被任命为确诊

患者病区的护士长。

与新冠病毒短兵相接，来不得半点马虎，吴丹

主动作为。她重新规划科室“三区两线”布局，使病

区更符合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要求；第一时间带领

护理团队启动新突发传染病收治处置预案，启动负

压病房；独立完成 30多名一线护理人员的理论和操

作培训，完善自身防护、个性化护理措施和护理规

范 20多项。

在确诊病房，与危险时时相伴，但吴丹几乎每

天都第一个进病房，最后一个出病房。时间一长，

队友们觉察出她的“诡异”行动，问及原因，她才说：

“我有经验！我多进些，队友们就多一份安全。”

78岁的陈大爷，是确诊病区收治年龄最大的患

者。老人身体虚弱，双手连拿勺子都困难。营养跟

不上，病情怎么好转？每次开饭，吴丹就会来到老

人床旁，拿着勺子一勺一勺地喂他，老人很受感动，

“我闺女也不过如此！”

患者张某整天躺在病床上，情绪有些烦躁。细

心的吴丹了解到他爱看报纸，就每天给他带点报纸。

没过两天，吴丹又发现他看报纸很费劲，于是她赶忙

找来一个放大镜。渐渐地，张某心情舒畅了。

“我们不仅要让新冠患者远离‘病毒感染’，更

要让他们深受‘真情感染’。”吴丹说。

一线抗疫人员每天身着厚厚的防护服，工作

强度大、压力重，但吴丹却时刻保持耐心和对患者

的爱护。每一位患者，她都会细心地观察了解其

饮食、睡眠、精神、心理等情况，以便及时开展个性

化护理。

“我从武汉到北京治眼睛，突然发烧，被确诊为

新冠肺炎，住进了医院。我亲人都在武汉，不知他

们怎么样了？”23 岁患者李某潸然泪下。吴丹走到

床旁，说起了知心话，“我们医务人员和你一样，现

在都不能回家。暂时的分开，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团

聚。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战胜病魔……”

与“新冠”激战 20 多个日夜，经吴丹护理的 10

位重症患者，全部康复出院。

“这是抗击疫情的最美印记”

由于新冠病毒传染性强，吴丹身着防护服一工

作就是五六个小时。为了多些时间护理病人，为了

节约珍贵的防护用品，她在进病房前尽量少吃饭、

不喝水。

长时间工作，她的嗓子沙哑了，人也消瘦下来，

鼻梁和脸颊也被口罩压出深深的痕迹，甚至破了

皮，胶皮手套中的双手被泡起了皱，她却笑着说：

“这是抗击疫情中的最美印记。”

为确保医护人员“零感染”和患者“零交叉感

染”，吴丹一直充当着“安全员”的角色。每次进入

病房前，她都要提醒医护人员必须双人检查、对镜

自查、护士长核查，确保安全才能进入病房。出病

房时，吴丹仔细检查每名医护人员脱防护用品的每

一个动作，确保万无一失。

科里几位“95后”护士，第一次面对这种突如其

来的疫情，难免有些紧张和焦虑，吴丹护士长主动

当起了她们的“知心大姐”，她把自己抗击非典、援

非抗埃的经历与她们分享，鼓励她们增强信心科学

防护。她还关心护士们的饮食、睡眠，叮嘱她们每

天都要给家人联络、报个平安等。

疫情没有结束，战斗还在继续。吴丹带领这支

年轻护理团队依然奋战在抗疫战场上。

身经百战的军中天使再披战袍
经她护理的 10位重症患者康复出院

建“临时ICU”收治病人

2月23日 武汉市第一医院 晴
王璞 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21 日进舱，正查着房，10 感染病区组长汪志红

教授跑到我们 11 病区找到我，焦急地说：“王璞，你

赶紧过去帮我们看看一个重危病人。”

患者是一位81岁的婆婆，有冠心病和糖尿病等多

种基础疾病，生命极其危险，预后极差，须尽快插管上

机。不过下级医生低声告诉我，监护室没有病床了。

静了几秒钟，想起周主任前几天一直给我们的

培训和预警，现在医院统一的监护室已经很饱和，

如果要收治插管上机病人，就收在 11 病区。因为

11 病区的组长是我和徐 方，一个搞呼吸，一个搞重

症，我当即决定，插管后直接转我们 11病区，建立一

个“临时 ICU”。

吩咐护士立刻腾病房、检查房间，找呼吸机调

试到功能位，护士们立马行动起来，一批人去做动

员工作，把拟作 ICU 病房里的病人转移到别的房

间，检查房间内设备带是否完好，是否满足有创机

械通气。

另一批人则赶紧到库房，推出呼吸机，连接检

查调试等。那边的 10 病区医生已叫来武汉一院的

麻醉科医生，全副武装地等在病房门口准备插管。

一切准备就绪，医护们迅速把病人连床带人推到 11

区的“临时 ICU”。

麻醉师很温柔地说：“插管时你们都在门外啊，

我们俩在里面就行了。”因为插管这一过程感染风

险极高，她宁愿自己面对，这让我感受到她温柔之

外的勇敢。很快，她做了一个“OK”动作，我心里的

石头终于落地，第一关插管成功！

接下来医护们各司其职，沉稳有序，婆婆在药

物作用下安静地休息，人机无对抗，呼吸机正常运

转，婆婆的脸色由紫色转为红润，氧饱和度升至

95%，病情明显改善。抢救第一步成功，真心高兴！

“临时 ICU”的建立，收治第一个插管上机病

人，算是我们医疗队的一件大事。自从我们医院整

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的 10、11 感染病区以来，

收治的大部分是重症患者。每一次抢救，是给患者

生的机会、生的希望，也给我们团队的救治工作积

累了更多宝贵的经验。为团队，为武汉，继续加油！

孩子，你笑起来真好看

2月23日 武昌方舱医院 晴
文川 国家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儿科副主任

昨天是我到武汉的第 19天。我进舱查房，再次

见到一位小姑娘。她是武昌方舱医院唯一的儿童

患者，只有 11岁。

小女孩是家庭聚集性发病患者之一。她的爷爷84

岁，因出现食欲不振，后病情加重，至医院检查诊断为

新冠肺炎，住进光谷定点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再后来，

奶奶、爸爸、妈妈及小女孩均出现不适。78岁的奶奶也

因此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爸爸临床确诊处于隔离

期，妈妈和小女孩则属轻症住进方舱医院。

作为进舱医生分区查房，小女孩母女并不在我

的分区。但我作为儿科医生，接触儿童患者最多，

所以对她有特别的亲近感。

我问孩子怕吗？她说，不怕，这儿有妈妈和那

么多大人，就是有点担心爷爷奶奶和爸爸。

前天进舱，小姑娘告诉我好多了，想看名著。

她说，自己在这有吃有喝，还有医生看病关照，不读

书很不好，并且她很喜欢读书。

出舱后，我把她的愿望告诉队领导。他们迅速联

络了武汉市民志愿者，当晚就收到了很多儿童书籍。

昨天，我们把书籍带进方舱，让她挑选。看着她很

开心的笑容，以及认真挑选书的样子，我们都很开心。

孩子，你知不知道，你天真无邪的笑容，真的很好

看！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能健健康康地回到校园。

阿尔兹海默症爷爷不吵了

2月23日 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病区 晴
徐鹏飞 南京鼓楼医院肾内科主管护师

来到武汉也有几天了，回想这些天来发生的事

情，依然很感动。

根据分工，我们护理第三组分管感染 22 和 23

病区。穿防护服的时候，柏如静护士长给我们每个

人一一检查是否防护到位、规范。来到病区开展护

理工作，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方言导致的沟通

不畅。我们的组长房芳，下班后第一时间在微信群

里分享了武汉方言和普通话的对照翻译表，还细分

了称谓类、日常用语类、医学术语类。小伙伴们纷

纷自学。跟我一起的杜家俊老师很快学会了好几

句标准的武汉话，能用武汉话跟病人打招呼交流。

病区里有几个危重患者，我们的医生团队制定

了完善的诊疗方案。

一位 90岁高龄的患者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一直

在病房里转来转去，吵着要回家，大家轮流安抚。

由于他搞不清楚状况，经常动来动去，再加上血管

弹性差，打好的针又肿了。

我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带着两层手套影响手

感，护目镜又全是雾气，但几位老师相互合作，终于

帮他成功静脉穿刺，再次给他静脉留置针。看他不

愿意吃干饭，又给他找来粥和牛奶，一口一口喂

他。看到他躺下睡着，大家才安心。

深夜下班，大家穿过武汉第一医院的门诊走

廊，虽然工作辛苦，但我内心充满了自豪和信心。

我们一往无前，一定会打赢这场新冠肺炎阻击战。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我们不冷、不累，也不难

2月22日 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多云
许霞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科呼吸专业主治

医师

前几天武汉下雪，真冷。

累吗？是的。穿着全套防护装备查房，肌肉都

僵硬了。脱下厚重的防护服，深深地吸了口气，感

觉自己活了过来。揉揉鼻子，红红的压痕又痛又

痒，会有压疮吗？护士长要是看了肯定要心疼了。

为了减轻长时间带护目镜的压伤，临来的时候，细

心的傅护士长特意给我准备了水胶体（一种减压敷

料）。可是病房里有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骶尾部

已经有压疮了。现在武汉医疗物资紧缺，病房里没

有减压敷料，我就把水胶体交与护士，给这个病人

用上了。虽然我脸上被护目镜压肿的地方很疼，但

我更心疼病人。回到宿舍，洗上一个热水澡，美美

睡一觉，哈哈，明天我又满血复活了。还累吗？不

累，不累，一点都不累。

从正式接管至今，我们山东第三批援湖北医疗

队累计管理患者 70人，其中重型患者 55人，危重型

15人，任务繁重，但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治愈

出院 15人了。

令人开心的还有，经过 14 天的治疗，15 床那名

孕妇痊愈出院了，真好！

此时此刻，我们不冷，不累，也不难。敢打必

胜，武汉必胜！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才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才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此时此刻，我们不冷，不

累，也不难。敢打必胜，武汉

必胜！

”
“

孩子，你知不知道，你天

真无邪的笑容，真的很好看！

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能健健

康康地回到校园。

”
“

吴丹曾参与过
抗击非典、防控甲
流、援非抗击埃博拉
病毒、援塞医学合作
等，新冠肺炎疫情袭
来，她再披战袍，奋
战抗疫一线。图为
工作中的吴丹。

张芸摄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每一次抢救，是给患者生

的机会、生的希望，也给我们

团队的救治工作积累了更多

宝贵的经验。为团队，为武

汉，继续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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