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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镜头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作为整个治疗方案的制

定者，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

自豪，也许这就是作为一名

医者的担当和使命吧。

”
“

即便我当不了太阳和月

亮，也要竭力做夜晚那颗最明

亮的星星，和他们相互守望！

”
“

当好全队的“保护神”

3月4日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湘雅病房 多云
曹慧 国家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妇

科护师

“让我再检查一下，一定要过关了才能‘进舱’

（隔离区）。”这是我这段时间说得最多的话。

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性极强，与患者近距离接

触，穿戴好防护用品极为重要，标准是“包到不写名

字，连自己亲妈都认不出就对了”。

当然，穿几层防护服连续工作几小时，个中滋

味也只有穿的人能体会。

2月 9日晚开始上第一个班。“进舱”30分钟，我

就开始不舒服。本以为时间长点就能慢慢适应，结

果一个半小时后，头胀眼花，恶心想吐，只能紧扶着

墙，一步也不敢动。

无奈，小伙伴陪我提前出病房。在缓冲间脱下

防护服的我，忍不住大哭，懊恼自己“无能”，不能和

大家一起战斗。

不服气的我再次挑战。可 2 个小时左右后，还

是败下阵来。鉴于此，我被改换到防护督导班。当

时就对这个岗位产生了抵触情绪。

那时，王青霞护士长找到我说：“不要小看防护督

导班，那是全队的‘保护神’！你看到的太阳和月亮是不

是很大，星星却很小？其实星星和太阳月亮一样，只是

他们离我们远些罢了”。

那晚一夜无眠。防护督导员是在这个特殊时

期设立的特殊岗位，负责对医疗队员“进舱”前个人

防护用品穿戴进行质量督查。

“消化”了一晚，第二天我走上了岗位，配备个

人防护用品、清点上班人数、监测工作人员体温并

登记、整理更衣室环境卫生并落实消毒措施、补充

物品、清点打包更换下来的手术衣、核对并接收患

者药物、负责隔离病房与外围班的联络……

当然，最重要的是督查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

质量。每个人需要穿戴两层口罩、帽子、防护服、

两层手套、三层鞋套、护目镜、外层隔离衣、防护面

屏……在我的帮助下，战士们被“裹”好，在外层隔

离衣上写好姓名，再提示他们查看进隔离区路线、

隔离区域分区、脱防护服地点及相关注意事项后，

我在心里为他们加油打气。

即便我当不了太阳和月亮，也要竭力做夜晚那

颗最明亮的星星，和他们相互守望！

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3月3日 湖北武汉人民医院东院区 小雨转多云
张春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外科专业护师

每次上班给患者输液的时候，我都会同他们聊

聊天、拉拉家常，听听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对未来的

种种期许，这是一种“暖心疗法”。

有一位年轻的女患者是我们的同行，在这次战

“疫”中不幸感染。跟她的谈话中，我能明显感受到她作

为一名医生的职业理性。她比一般人更清楚新冠病毒，

可她表现出来的果敢、从容却让我敬佩不已。

聊天中，我无意间了解到她老家是湖南的，喜

欢吃辣，是无辣不欢的那种，我便说下次给她带点

辣的咸菜。几天后，等我再次上班递给她辣咸菜的

时候，她惊喜并意外地望着我，感动地说：“没想到

你还记得这个事呢，谢谢啊，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说着说着，她的眼里泛起了泪花，也透露了她坚强

背后那柔软的一面。

我想说的是，那一刻，我也记住了你的名字，我

们是战友，我们还要并肩前行！

还有一位中年男患者，是一名教师。刚住院那

几天的情况，他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每天都在睡

觉。过了 6 天左右，他终于好转，能起来吃饭了，心

中重燃起了希望。

后来，他症状变轻，转入方舱医院，但十余天后

不幸出现过敏反应，病情加重，又转入了我们病区。

还记得他刚来的时候，一脸红肿，过敏症状十

分明显，情绪低落。我劝他：“不要担心，您的这个

情况就是过敏，多喝水，再用上抗过敏的药物，这个

状况很快会好的。”后来再见到他的时候，症状已经

明显好转，人也变得健谈了许多，甚至开起了玩笑：

“等十年、二十年后再同别人说起这段自我抗疫经

历时，也可以拿出去‘吹牛’了。”

谈笑间，他心里满满都是温暖的爱，眼里都是

希望的光。经历了生命的起起落落，才能体会到

“活着真好”这四个字的真谛。

他们很棒，都是英雄。

呼吸机的多重“升级”

3月3日 武汉市第一医院 小雨转多云
高莉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近日，病房里一位使用无创通气进行治疗的患

者在团队成员的精心照护下，胸部 CT 显示病灶正

在逐渐被吸收，病情呈好转趋势。

接管该患者的第一天，在护理部陈雁主任的带

领下，我们对患者实施的无创通气过程进行了评估

与分析。就通气效果而言，现有的呼吸机无法准确

对呼吸力学相关数据及波形进行监测，不能根据患

者的实际呼吸需求进行调节，通气效果受到影响；

从感控角度来看，不密闭的系统大大增加了气溶胶

的产生。基于以上两点考量，我们果断决定更换医

院配备的 V60呼吸机。

在测试呼吸机性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氧源

压力低的情况，V60 呼吸机能够正常工作，但无法

提供高浓度给氧。经过权衡，我们在面罩上连接了

双路氧气来提高患者吸入气体的氧浓度。就这样，

V60 呼吸机在氧源压力低的情况下顺利运转了，患

者呼吸逐渐平稳、心率渐趋正常。

气道湿化是无创通气中的关键环节，湿化不足

可致患者产生不适，最常见的是口渴。从感控要求

和指南推荐来看，被动湿化似乎可以满足，但从患

者的反映看，被动湿化后的口渴问题仍然存在。

于是，护理团队组织医院危重症护理学组气道

小组的成员，进行线上讨论。大家认为主动湿化可

能更能让患者获益，提高患者舒适度。于是我们选

用了具有双加热导丝、封闭式自动续水功能的加热

湿化器为患者进行主动湿化，同时在患者管路前端

连接细菌过滤器，既满足患者的救治要求又可降低

医护人员的风险。

方案确定后，我们很快就为患者安装了主动湿

化装置，他们的口渴显著缓解，有效地维护了无创

通气治疗的连续性。

患者的病情牵动着医疗队每一位成员的心，每

天在病房里我们都默默为他们祈祷，看着患者一天

天好转，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比欣慰！

黎明的曙光已然升起，凯旋在即！

奶奶行走那一刻，我们欢呼雀跃

3月1日 武汉汉口医院 阴
郅敏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春节前，得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私下向姚

麟副院长报名驰援武汉。那时候，我想着国家一定

需要大量医护人员，帮助武汉渡过难关，这也是医

务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医院动员会上，我发现呼吸内科和重症科的两

位主任（分别是 59岁和 54岁）也都报了名。姚麟副

院长也要去武汉，他是广东省第二批次医疗队 147

名队员的领队，我当时特别感动。

到武汉 30多天里，每天都会发生许许多多感人

的事，84 岁李奶奶和 88 岁冯爷爷就是一例。原先

我们并不知道爷爷奶奶是一对伴侣。奶奶入院时

一度病危。在二队的精心救治下，奶奶的生命体征

逐渐稳定，爷爷也逐渐好转。

但病情刚有好转的爷爷，常被护士发现不知去

向，仔细找才发现举着吊瓶的爷爷悄悄走到奶奶床

前，对着昏睡中的奶奶说话，鼓励奶奶。从和爷爷

的闲聊中知道他们已结婚 70 年，一直相濡以沫、互

相鼓励、互相陪伴。

当奶奶从重症病房转入我主管的床位，我意识到

她除了身患新冠肺炎和阿尔兹海默症外，还伴随着严

重的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和中度贫血。加上近段时

间的重病，导致她肌力下降、意识模糊。

为此，我反复与护理组协调，为奶奶制定了个

性化的方案，包括早期能量有限的肠外营养，再逐

渐过渡到全肠内营养、静脉补铁、补充白蛋白等。

奶奶一天天好转，对声音有了反应，肌力逐渐恢

复，可以自主进食。慢慢地，她可以独坐、扶走。当她

成功下地行走的那一刻，整个医疗队为之雀跃欢呼。

作为整个治疗方案的制定者，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

豪，也许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的担当和使命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55岁的中医医师张志明，时刻不忘

随身携带两样物件：一个是口罩，另一个是腰间佩戴的香囊。

“每逢春季，病毒和细菌容易滋生，古人就用香囊祛病强

身。中医认为芳香避秽，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张志明说，中药

香囊源自中医里的“衣冠疗法”，香囊里十几种中草药的气味，

嗅入鼻腔后，可通过中枢神经刺激产生人体免疫蛋白，增强免

疫能力。

张志明是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1 月 24 日，

甘肃省成立防治新冠肺炎中医药救治专家组，他出任专家组

组长。当晚，他与中医团队研究制定了《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让中医药第一时间参与到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救治中。

张志明说，在甘肃治疗出院的确诊病例中，中医药第一时

间介入治疗的占绝大多数，个别几例也在入院后 2至 3天开始

进行中医药治疗，“甘肃省确诊患者治愈率较高，我们分析与

中医药第一时间深度参与密切相关。”

疫情当前，张志明白天一边拿方案、开方剂，一边联合会

诊，亲自负责临床一线患者救治，晚上则将诊疗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形成汇报材料……这种奔波忙碌的节奏，他已经坚持了

一个多月。

在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张志明和专家组总结临

床经验，形成了针对普通型和重型患者治疗的中药方剂，已经

有近 1万份甘肃方剂跟随甘肃援助湖北医疗队驰援武汉。

“据史料记载，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张志明

说，除了药物治疗，古人很早就有隔离检疫、疫情报告、消毒制

度等预防和治疗瘟疫的办法。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

人们就能看到很多历史的影子：隔离治疗，阻断传染；颁布药

方，群防群治。

近几年，全国各地中医药事业有了长足进步。“临床上出

现了一批用中医、信中医、精中医的中青年人才，他们在抗击

非典、甲型 H1N1流感等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战斗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十年一剑勇担当，阻击瘟疫奉岐黄。”对于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张志明始终充满信心。

深入一线“把脉”

55岁老中医在行动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17支国家

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了 17 个重症病区至今已快一个

月时间了，所收治的新冠肺炎病人均为重症或危重

症患者，形势严峻。新冠肺炎重症病人往往会出现

严重的呼吸衰竭，救治难度也更大。

实施气管插管进行有创呼吸支持治疗可以挽

回更多的生命。但单兵作战，力量总是有限的，团

结起来力量更大，于是，来自 5 家医院的 18 位麻醉

医生迅速集结起来，组成了一支混编的“插管敢死

队”。

必须做到“零失误”

虽然大家都是麻醉专业医生，但工作习惯和工

作流程，特别是细节方面总有一些差别。“插管敢死

队”队长、同济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高峰说，要在最

短的时间内，尽可能了解每位队员的临床能力，并

合理进行人员组合搭配，制定最科学、高效的工作

模式和工作流程，以应对来自医院 16个病区和 1个

ICU 的急救气管插管任务，这是“敢死队”成立之初

面临的巨大挑战。

紧急的气管插管风险极高，特别是同济医院

光谷院区的新冠肺炎病人病情重，体质差，无法

耐受长时间缺氧及血压、心率的剧烈波动。要把

握这些病人的插管指征，顺利完成插管任务，必

须统一标准，特别是在医疗救治中，必须做到“零

失误”。

“敢死队”一边执行任务，一边制定流程，华山

医院医疗队、青岛医疗队、同济队的麻醉医生最先

拿出此次疫情救治任务中可执行的“麻醉医生共

识”，包括个人防护、物品准备、插管步骤等。

“麻醉医生共识”的制定与落实，切实加强了医

疗质控管理。当队员们顺利度过磨合期后，穿脱防

护用品的速度明显加快，与重症 ICU 医生的配合度

越来越高，工作效率也越来越高。

除了要完成急救气管插管任务，这支临时混编

小分队中的外援医疗队麻醉医生还要承担各自医

疗队所在病区的医疗任务，同济医院的麻醉医生还

需随时准备应对急诊科的紧急气管插管及急诊手

术的麻醉。

合理的工作排班实现了最大效能的人力资源

配置，每位医生的日常工作安排也紧凑到了极致。

“平时完成一次插管需要 15—20 分钟，但穿上

防护服，戴上三层手套，速度很难快起来，触感、视

线，包括动作都不会很流畅。”高峰记得，有一次，当

值的队员进入 ICU 污染区，在三级防护下开始工

作，两位队员从上午开始连续工作 6小时，顺利完成

6名危重症病人的气管插管。当他们刚刚脱下防护

服时，再次接到了有病人需要进行气管插管的电话

通知，由于此次是小分队协同作战，备班麻醉医生

立即补位，接替了他们的任务。

我们不上，谁来上

气管插管工作其实是一项极高危工作，因为气

溶胶扩散会导致病毒传播，而当麻醉医生在病人口

鼻附近近距离操作时，呼吸道会喷射出大量的病毒

气溶胶，风险可想而知。

“我们不上，谁来上？”这就是小分队队员们

所想。

通过统一的标准流程，8 天时间里，小分队成

功完成近 50 例气管插管操作，成功率 100%。其

中，年龄最大的病人是一位 85 岁的老人。他还患

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疾病。麻醉医生在

插管过程中熟练应用了多种血管活性药物，在顺

利完成气管插管的同时，保证了整个过程中病人

生命体征的平稳。

一次，小分队接到病房的电话，一位危重症病

人突发呼吸衰竭，血氧饱和度只有 40%，同济医院

麻醉科的王晶晶医生用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赶到

了病房，更换防护服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气管

插管，在呼吸机支持治疗下，病人的心率回来了，血

氧饱和度慢慢回升到 90%。

由于新冠肺炎病人病情变化快、耐受性差，如

果插管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考虑到万一插管失

败，小分队还准备了后备方案即喉罩通气。因为在

脆弱的生命面前，他们不能选择放弃。“需要‘插管

敢死队’的麻醉医生冲上去时，说明病人的病情已

经很危重了，更准确的说，气管插管小分队就是一

支与死神抢时间的‘敢死队’！”高峰说。

临危受命，这支插管小分队“贴着”病毒战斗
童 萱 本报记者 陈 瑜

经历了生命的起落经历了生命的起落
他们眼里依然充满希望的光他们眼里依然充满希望的光

近日，在武汉武
钢第二医院二楼红区
护士站，26岁的天津
市肿瘤医院消化肿瘤
内科护士刘蕊（左）与
同事核对医嘱并抄录
输液单。新华社发

谈笑间，他心里满满都

是温暖的爱，眼里都是希望

的光。

”
“

新华社记者 梁 军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冯

旰珠，自 2月份随江苏援黄石医疗队抵达当地后，一直在一线

抗击新冠肺炎。

目前的冯旰珠有两个身份，一是黄石市中医医院新冠肺炎

救治首席专家，二是黄石市所有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的巡诊

专家组组长。此外，他还具体负责黄石市中医医院的一个重症

病区。

刚到黄石时，这个病区收治了 34位重症患者，查房时，冯

旰珠和团队仔细询问每个病人的情况，往往查房要花整整半

天的时间。

2003 年，冯旰珠作为国务院专家组成员，曾奔赴内蒙古

参与 SARS 救治工作。非典和新冠肺炎的差别，他感受深

刻。“SARS 患者，呼吸支持治疗效果总体比较好，但针对新冠

肺炎患者的辅助通气效果却不太理想，人机对抗率常常比较

高，因此，和 SARS 的治疗明显不一样，新冠肺炎病人更需要

个体化、精准化的治疗。”冯旰珠表示，这种个体化、精准化的

治疗,意味着需要根据病人发病时间早晚、病情严重程度、基

础疾病情况、检查结果等情况综合判断并调整。

即使是在休息时间，冯旰珠也要求值班医生，发现病人有

任何变化时第一时间告诉他，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病情

变化太快，丝毫马虎不得。”冯旰珠说。

与此同时，对于新冠肺炎救治中的新技术、新手段，冯旰

珠和团队也积极尝试，包括血浆、单克隆抗体、干细胞等等，以

给病人更多的希望。

让冯旰珠欣慰的是，他所在病区的病人，救治效果还不

错。“最多时曾有几十个病人，而目前大部分病人都转到轻症

病房了。”对于逐渐恢复的病人，冯旰珠如数家珍，“一位 69岁

的老人，刚转来时病情很重，脉氧非常低，我们积极调整治疗

方案，第四天就可以不用呼吸机了，第六天可以不用吸氧了；

16、17 床的病人，原来都病情比较重，病人自我感觉不好，昨

天下午能下床活动了，也不感到胸闷、气喘了。”

至今，冯旰珠所在的病区仍没有死亡病例。“争取零死亡，

必须守护好每一条生命！”冯旰珠说。

“争取零死亡，

必须守护好每一条生命！”

金 凤 通讯员 陈艳萍

冯旰珠与病人击掌 受访者供图

22月月 2525日日，，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专家为一专家为一
名新冠肺炎患者号脉名新冠肺炎患者号脉。。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沈伯韩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