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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镜头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与其说是支援，我更喜欢

把它当作一次历练，一次关于

收获和感动的心灵旅行。

”
“

赵佳庆

正午时分，阳光正好，走出医疗楼的刘博被刺

得睁不开眼。

在过去的一周里，刘博和他的检测小组，昼夜

奋战，已完成八批次千余份样本的核酸检测。

老“侦察兵”发挥铁人精神

走入医疗楼时还是凌晨，走出来时日当正午。

下午，有近百人份核酸检测报告即将出炉。

核酸检测，是抗击疫情战斗的重要“前哨”。每

组核酸检测人员每天要面对“病毒大本营”，处理近

百份采集来的检测样本。

刘博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检验科的

主管技师，一名从事检验工作 10 多年的老“侦察

兵”。2015年，核酸检测技术兴起没多久，他就承担

起辽南地区驻军的呼吸道病原监测任务。

刚到武汉，光谷院区尚未完工，核酸检测实验

室尚不完备。老家是黑龙江大庆的刘博用铁人

精神携手战友投入改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双双操作精密仪器的手，干

起糙活儿来也毫不含糊，仅用 4 天就改建了一个

临时实验室。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医护人员在感染科

室“主战场”救治患者，技术人员在实验室“敌后方”

检测病毒，同样身披“战袍”，同样直面病毒。

“侦察”报告不断为制定“精确制导”的治疗方

案提供有力依据，也影响着大家关注的确诊与治愈

病例的数字。

实验室“红区”就是战场

冲锋陷阵，岂止在沙场？刘博的战场，就在寂

静而肃杀的实验室“红区”，他的“敌人”尺寸以纳米

计算，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孔不入。取自感染科室

的鼻咽拭子，看上去与平日所用棉棒无异，病毒载

量却是普通样本的几百倍，号称“病毒大本营”。

每次进“红区”，刘博都在心里念叨着每个步

骤。孤军深入，难以监督提醒，唯有眼到、口到、手

到，才能万无一失。

准备好仪器和试剂，刘博把样本从传递窗送到

下一站——生物安全柜，在这里，他将上百个静置

着鼻咽拭子样本的保存管帽，一个个打开，一支支

排好序列。

护目镜上雾气蒙蒙，隔着面屏和安全柜的玻璃

隔断，他的观察视线渐渐模糊。刘博告诫自己尽可

能要镇定，任何细小差池，都可能浪费一线医护人

员辛苦采集的样本。

核酸提取仪开机、准备试剂、扫码、将保存管排

好序列、录入信息系统……厚实的面罩限制了他的

氧气吸取量，但他决不能被隔离服限制了思维的灵

敏度。一切就绪，开始进行核酸提取。至此，刘博

已进入“红区”两个小时。

漫长等待中，刘博聚精会神地监控着仪器上传

来的提示信息，随时处置。之后，刘博将样本从核

酸提取仪中取出，进入下道关口进行核酸扩增，一

道道看似轻巧的操作环节，在全套防护设备里面做

起来却如月球探险一般。几个小时下来，当刘博走

出“红区”，衣衫早已湿透。

检测之初，刘博对检测结果并不满意。针对检

测结果可能存在假阴性给临床带来误诊风险的问

题，刘博优化了灭活流程，延缓病毒 RNA 的降解，

检测阳性率得到有效提升，检测结果与上级实验室

基本一致。

医院门口的小桥上，又一批患者出院回家，他

们的手上拿着刘博的检测报告。 （据新华社）

右图为2月29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
检验科主管技师刘博准备进入实验室“红区”。

新华社发（赵佳庆摄）

直面病毒，当好抗疫战斗的“前哨”

莫道前路多磨难，此刻正
是修行时

3月3日 湖北省襄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阴
刘江龙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主管护师

今天是我在襄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上班的第 6

天，也是我来湖北支援的第 34 天。与其说是支援，

我更喜欢把它当作一次历练，一次关于收获和感动

的心灵旅行。

护士，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群体，从平凡到伟

大，那么迅速而又直接。和我搭班的两位护士小姐

姐，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完全配得上“伟大”一词。

一位是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田雪琴，工作才

不满两年，为了能与同事并肩战斗，她瞒着父母家

人主动请缨从东区调到西区隔离病房。每天，田雪

琴都要跟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着最“亲密”的

接触。在田雪琴身上，我看不出任何青涩和恐惧，

只有那份护理人的虔诚与执着。

还有一位是我现在的搭档袁红丽，她是一位工

作十多年的老急诊人。她是一名护士，也是一名军

嫂。通过聊天得知，她结婚五年，孩子都三岁多了，

一家三口没有拍过一张合影。去年难得聚齐了出

去玩，竟然忘了拍照。

前几天，袁红丽的婆婆不幸摔了一跤导致骨

折。她虽为儿媳，却不能在老人最需要的时候陪着

他们。她有些哽咽，表示：“这次老公万一也要来武

汉抗击疫情，我也会毫不退缩，与他并肩作战。”

很庆幸，我作为宁夏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

员，在尽职尽责的路上，能与身边这些平凡而又伟

大的同行一起负重前行。莫道前路多磨难，此刻正

是修行时！

很多床位成了空床，胜利
在等着我们

3月2日 武汉江汉方舱医院 小雨转阴
刘琪 海南省援鄂医疗队队员、海南省妇女儿

童医学中心护士

今天，我很荣幸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

员。短短半个小时宣誓仪式，我心潮澎湃。当我

高举右拳和大家一起宣读入党誓词时，深刻体会

到这短短的八十个字是需要用生命去承诺的，用

一生一世去守护的，我也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

武汉的天气和海南截然不同，刺骨的寒风呼呼

地吹。这些天，我们经历了晴天、阴天、雨天、雪

天。回忆起第一次踏入隔离病区时，我穿上防护服

隔离衣，戴上防护口罩，外面勒着护目镜，一个小时

下来大汗淋漓，防护用品紧贴身上，伴随着头晕与

呼吸费力，好像晕车了一样。膀胱膨胀，尽管穿着

纸尿裤却尿不出来。我告诉自己，焦虑是对的，紧

张是对的，面对可能存在的危险环境，任谁都做不

到不焦虑不紧张。

第二周，我对新的工作已经基本适应，穿脱隔

离衣防护服更加快速高效。此时我们整个团队负

责的江汉方舱医院一楼东区的患者已达到 410 人，

怎样既能节省时间体力，又能高效地完成工作成了

我们团队关注的重点。

第三周，我们整个团队跟患者之间已经形成了

良好的关系，我们给予了患者很多鼓励，许多患者

已经开始陆续出舱。出院的患者越来越多，很多床

位也很难等到续住的患者，成了空床。感觉胜利应

该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了！

感谢祖国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有机会

来到这里，为祖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们不是英

雄也不是天使，只是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和千千万

万国人一起，并肩作战，战胜困难。我们是一个个

平凡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家，它的名字叫中国，人人

心手相连，当我们国家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我们

用行动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风雨同舟，我们安

危与共！

爱带给我们力量

3月1日 武汉雷神山医院 阴
宋梦西 广东省中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广东

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呼吸病科心胸外科护士

不知不觉间，来武汉雷神山医院支援已经十多

天了。每天忙碌充实，夹带着少许疲惫。但对于每

个人来说，这都是生命里一份深深的印记。临出发

前几天，我刚看完小说《爱在瘟疫蔓延时》，虽然主

题与此行截然不同，但我还是想借用书名作为这篇

日记的主题。这些天所经历的每一个画面无不都

是在诉说着爱所带给我们的力量。

回想起医院第二批医疗队出发前，在动员大会

上，我因为没有入选医疗队而忍不住哭鼻子向院领

导请战。而在自己出发援鄂那天，我忍住了泪珠

子。送行站台上，大家互相告别，万般不舍。同事

们都不忍对视，仿佛心里的话在对视一瞬间便会化

做泪珠滚滚而下。

出行前一天，姐妹们一点一点地将牵挂都系在

了我的身上，把温暖和关切都塞进了我的行囊。送

别时，一切的话语都融入了强而有力的拥抱中。同

事丹丹，往日里是我开心的源泉，当时竟也哭得一

塌糊涂。

时间就是生命。抵达武汉后，我们和前几批已

在一线战斗的同事集结，按照规范开展防护培训，

在邹旭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到雷神山医院进行病区

验收、物资领取，熟悉环境和工作流程。回想起踏

入雷神山医院的第一天，医院的环境让每一个人都

惊叹不已，中国速度和中国决心振奋人心。

广东中医医疗队从入驻雷神山医院，接管感

染三科六病区那一刻起，61 颗心便紧紧地连在一

起。领到工作证时，我们顿时像是手执长矛的士

兵，整兵列队，只待号角吹响。无惧无畏是我们的

铠甲，大家相互整理戎装，61 人合成一股力量去

面对所有难题，愈挫愈勇，默默蓄力，胜利和春暖

花开即将到来！

新环境里学习新知识

3月1日 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阴
张萌 核工业总医院护师

今天出院的 37床老爷爷和他的老伴，写了一封

感谢信给我们苏州医疗一队。还记得在出院临走

前，老爷爷一遍又一遍喊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坚

持要和我们合影留念，还说要发给家里所有人，告

诉家里人我们把他们照顾得特别好。

维护生命离不开医生的正确诊断、合理检查和

及时治疗，离不开护士的精细护理。穿着密不透风

的防护服，高温且闷热，我们所有的行动变得笨重

又迟缓。我们病区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很多病人

生活不能自理，在严密观察病情的同时，我们更要

积极做好生活护理、心理护理、饮食指导、功能锻炼

等工作。虽然很累，但看到病人病情好转时，我觉

得所有人的累都是值得的。

点点星火，汇聚一起，足以燎原。点滴汇聚海

洋，爱心铸就希望。

身为医护人员，不仅要照顾好病人，空闲的时间

还要努力学习新的知识。由于与原科室器材有别，

无创呼吸机、高流量吸氧机、血气分析仪、心电图机等

的使用都需要培训学习，作为心内科的护士，我经常

使用这些仪器，学起来也比较快。利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能在病人病情需要时，第一时间辅助完成心电

图并简单识别异常心电图，甚是欣慰。

新环境里还需要学习电脑新系统，条件有限，

王英护士长为我们录制了电脑新系统操作视频，休

息时间里我们反复观看学习，相互讨论。“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相信我们各尽其力，定能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

重任在肩上重任在肩上
曙光在前方曙光在前方

默默蓄力，胜利和春暖

花开即将到来！

”
“

点点星火，汇聚一起，足

以燎原。点滴汇聚海洋，爱心

铸就希望。

”
“

近日，驻守在咸宁
中心医院的云南医疗队
医疗二组组长李波赶赴
嘉鱼县人民医院，转运
一名新冠肺炎临床诊断
病例。

新华社发
（杨峥摄）

作为北京同仁医院援鄂医疗队中的唯一一名 ICU 医生，

何伟的工作非常繁重。他负责的病人都是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大都伴有基础性疾病，救治任务十分艰巨。但重症救治经

验丰富的何伟总能化险为夷。

近日，北京同仁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金建敏白班恰巧跟

何伟搭档。当天早晨，他们一交班就感到工作不轻松：49 位

患者，12 例危重，37 例重症。一位患者正在抢救，还有 2 位患

者虽已应用储氧面罩吸氧，血氧饱和度只有 70%-80%，呼吸

窘迫……

何伟二话不说，迅速更换防护服，并拦住了正准备更换防

护服的金建敏：“金老师，我先进隔离病房，您在外边带领住院

医生，根据我的汇报出具医嘱！有需要，您再进！”

之后，金建敏不间断地听到何伟发过来的语音，可以感觉

到他不停地奔走在不同的危重患者病房，并组织里面的住院

医生和护士抢救呼吸衰竭患者……大约 1 个多小时后，抢救

结束，何伟又继续对其他患者进行查房。

金建敏再次见到何伟，已经是 4个多小时以后。此时，脱

掉防护服的何伟内衣已经湿透，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甚

至面色和嘴唇都有一些紫肿。这也是何伟日常工作中的一个

缩影。

何伟的同事们还告诉记者：“在工作生活中，大家会亲切

地称何伟主任为‘何师’。他下班后经常给我们护士讲解呼吸

机的相关知识。虽然他不愿过多表现自己，但是当大家需要

他的时候，他总是能站出来。”

跟何伟同一科室的韩遵海，是 ICU 的一名男护士，他称

赞道：“何伟不但在专业上非常有才，还是个特别愿意钻研专

业学术性问题的人。”

在科室专业培养和对年轻大夫的培养方面，何伟做了大

量的工作，他平时主要负责研究生、进修生以及轮转医生的培

训学习，科里的业务培训和业务指导也由他来负责。

援鄂期间，何伟依旧潜心钻研医术，精益求精，不仅将所

学应用于临床实践，还将自己多年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更多医护人员，为重症患者筑起了一道生命防线。

化险为夷的背后

是筑起生命防线的决心

在武汉抗疫一线，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

简称二附院）9名青年男护士组成的“小虎队”十分抢眼。

2月 8日，二附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驰援武汉，9名男护士

随团出征。一个月来，这群小伙子们打破了护士职业圈“女儿

国”的现象，持续发挥着“温暖”和“英勇”的双重优势，勇挑重

担，发挥着“半边天”作用。

张彪是二附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男护士，能够对重症患

者使用到的各种护理治疗仪器（监护仪、呼吸机、高流量氧疗

机、输液泵、注射泵、除颤仪、负压吸引器等）进行熟练的操

作。同时对各学科的重症疾病有着扎实的护理经验，面对不

同患者能快速找出护理方案，并制定出个体化的护理措施。

和张彪一样，这群男护士们个个都对各种治疗仪器很精

通，应急能力十分优异。

2月 26日凌晨，一位老人血氧饱和度突然降至 32%，意识

丧失，巡视病房的男护士万源发现后迅速为老人上了呼吸机，

最终老人意识恢复。老人醒来后的第一句话便是“谢谢”。万

源说：“我知道停止呼吸时的那种憋气感会异常难受，这么大

的痛苦后还能下意识地说一句‘谢谢’真的让我难以置信。”

前些日子，一位患者被新冠肺炎夺去生命，男护士薛鹏军

没有犹豫，主动上前，有条不紊地拔除患者身上的各种治疗管

路，为患者擦洗身体、填塞消毒棉球、消毒床单。薛鹏军说，此

时的他想做的就是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些男护士们危急关头是战士，日常工作中是“暖男”。

在二附院进驻的武汉相关医院，有一些病人因为年龄大生活

不能自理。何其豪、郭学军、刘尊、许龙等男护士们，常在床边

协助患者翻身、洗漱。尤其是当面对一些男性患者时，他们能

保障患者得到更合理的护理。

二附院武汉一线医疗队领队负责人常常说，我们收治的

患者中老年人居多，这些男护士们在抗疫一线充分发挥了他

们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临危不惧的优势，作出了特殊贡献，时

代会记住他们的！

这个白衣“小虎队”中

个个是“暖男”

本报记者 史俊斌 通讯员 王 妮

护士万源正在对患者进行护理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供图

22 月月 2828 日日，，在武汉儿童医院内科楼在武汉儿童医院内科楼
1818楼病区楼病区，，一名小朋友将自己的画送给一名小朋友将自己的画送给
护士杨柳护士杨柳。。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通讯员 宫小飞 实习记者 代小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