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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镜头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虽然大家的表达方式不

一样，但是说的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保护好自己，等你平

安回来’。

”
“

多关心，多沟通，给予他

们足够的爱，可以瞬间治愈他

们的‘坏’。

”
“

亲爱的，等疫情过去，春

暖花开，我一定与你继续赴

白首之约，采撷南国红豆，执

手洱海苍山！

”

“

用爱治愈他们的焦虑

3月8日 武昌方舱医院C区 多云
陈蕾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骨二科护士长、武昌

方舱医院C区护士长

“我们没有任何不适，做了检查我们就可以出

院了，你们为什么非要把我们留在这里？”王先生带

着两个男人围着医生争吵着，在我进方舱的第一天

还没有回过神来，他们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深知，方舱接诊的都是轻症患者，有些人可

能没有任何症状，但核酸检测阳性。所以，他们有

情绪，作为医务人员是可以理解。但如果一旦有人

带头传播坏情绪，就很有可能给其他患者造成不良

影响。

作为舱内的负责护士长，我赶紧冲了过去，用

很地道的武汉话很严肃地喊了声：“安静。”瞬间，就

把他们三个男人镇住了。“他们背井离乡来帮我们，

用生命捍卫我们的健康，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对

不对？”三个男人似乎被触动了，我接着说：“我们不

仅要感谢他们，还要相信他们的治疗方案，相信他

们的判断，是不是？”三个男人明显没有那么激动

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武汉人，就要有武

汉人的形象，要给武汉人争口气，你们听明白了

没？”这下，三个男人彻底安静了。

没有想到简单的心理疏导，不仅解决了医患矛

盾，还让他们三个男人主动承担起了小组志愿者工

作，帮护士分发饭菜，对其他有情绪的患者进行安

抚，经常跟拍医生护士工作的感人瞬间发到病友群

里，传递正能量。更令人感动的是，王先生出院后，

主动发朋友圈，告诉其他人，如果有需要，他愿意捐

血浆救助重症患者。

他们真的都不“坏”，他们只是需要爱！对于疾

病知识的缺乏，对于陌生环境的恐惧，对于治疗方

案的不理解，让他们陷入焦虑中。多关心，多沟通，

给予他们足够的爱，可以瞬间治愈他们的“坏”。

亲爱的，请原谅我的“擅自”

3月7日 武汉协和医院 多云转阵雨
谷婷婷 国家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老年病科护师

今天星期六。突然，很想念我的丈夫易璨。一

晃，分开一月有余了。

我与丈夫属于新婚燕尔。疫情暴发，身为白衣

天使的我，没办法安坐。我顾不得照顾他的感受，

“擅自”请缨奔赴江城。

今天，我突然好想道歉，亲爱的，这是我职责所

在，你一定原谅我的“擅自”。

其实分开这么多日子，我常常有梦到与丈夫分

别时的情景。一觉醒来，总深感愧疚。我走时和他

说：“此去真的不知要多久，或许还可能会阴阳相

隔，你一定要珍重自己。”那一刻，我真舍不得离开

他，我也是真担心“阴阳相隔”。

那时，他眼泛泪光：“你一定能凯旋，不要太挂

念我，不要有心理负担，我等你回家。”

来武汉后，每一个班下来，都汗流浃背，力疲筋

乏。

他问：你忙吗？累吗？苦吗？注意身体。

我答：忙，但我很开心。累，但我很快乐。苦，

但心里是甜的。

他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当然是疫情过去，大获全胜的时候。全

胜了，我们就回来了。

是的，虽然以身报国未有期，但吾行使命终必达！

我眼睛有点被泪光模糊。亲爱的，等疫情过

去，春暖花开，我一定与你继续赴白首之约，采撷南

国红豆，执手洱海苍山！

感受到他对生命的向往

3月6日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多云
蒲林哲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外科专业主管护师

21 床大叔每一天的病情变化牵动着我们每一

个人的心。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 15 天后，3

月 1 日中午终于在大家的通力协助下，成功拔除口

插管。

我是 16：30—20：30的班次，上班时患者使用鼻

导管吸氧，看着大叔瘦削的身子窝在床上，费力地

呼吸着，像是一个刚刚冲刺完长跑的人，每一次呼

吸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艰难的运动。但是，此刻，

他必须靠自己去完成这一次“蜕变”。

医生指示，可以给患者喂一些流食试一下。晚

上六点多，同事送来热乎乎的小米粥，我先用注射

器抽了 20 毫升的温开水，让大叔轻轻地张开嘴，用

嘴唇裹住注射器的乳头，慢慢地打到他的嘴里，大

叔自己也用嘴吸吮着注射器的乳头，像一个渴望母

乳的孩子。只用了两口，大叔就把水喝完了，而且

完全没有呛咳。

我把小米粥又掺了些热水，兑的比较稀薄，继

续用注射器给大叔抽米汤。我告诉他：“大叔，现在

我们试着自己吃饭了！这是你拔管后的第一顿饭，

不要着急，慢慢来。”大叔点点头，他的手使劲儿伸

出来，摁到我的手上，把注射器送到自己的嘴边，我

一边给他打着饭，一边告诉他，慢一点慢一点。

一旁的同事也跟我说，慢点推，再慢一点。可

是，100 毫升的小米粥没几下就顺利喝完了。我告

诉他：“大叔，这是咱们拔管后第一次吃饭，不能吃

太多，等一会你如果还想吃，我再过来喂你。你自

己能吃饭了，慢慢的，咱们也就能把胃管拔掉，少一

根管子就少一点痛苦！你今天的进步实在是太大

了！要想全部好起来，还得继续配合我们的治疗！

我们一起加油！”大叔使劲儿点点头，然后满足地、

慢慢地闭上眼睛休息了。

等出了病房，我告诉同事，不是我推注射器的

时候慢不下来，而是我在推的同时，大叔也在吸吮，

其实是他吸吮的力量大过我推的力量！这个细节

也让我感受到他对生命的向往！我们能做的，就是

在患者对生命充满渴望、又无助的时候，去帮助他

们，抓住生命的希望！

等我回来，兑现我们的约定！

3月5日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 多云
李梦侠 军队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陆军特色

医学中心肿瘤科副主任

春节期间，我在中心门诊接诊了一位来自武汉

的患者。在武汉封城前，他就完成了上一个周期的

化疗到了重庆，自我隔离后，又该做下一个周期的

化疗，但疫情严重，他已无法返回武汉进行化疗，无

奈只能求助于军队的医院。

患者其实面临了两难抉择，一方面疫情严重，

就诊可能患上新冠肺炎，另一方面肿瘤也在迅速扩

散，尽快就诊实在是无奈之举。

这位患者的遭遇并非特例，所有的肿瘤患者其

实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疫情发生后，武汉的肿瘤

患者如何能早一点得到治疗？我是一名肿瘤科的

医生，我主动请缨参加医疗队，希望能尽快控制住

新冠疫情，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让肿瘤患者得到

正常的治疗。

到达之后，我进入到泰康同济的方舱医院，方

舱流程理顺移交以后，我又迅速投入到以陆军特色

医学中心为主力组建的重症一科病房，正式成为一

名感染重症科医生。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专业，每

天我抽时间学习重症医学的专业知识，在空余时间

还通过微信、短信回复肿瘤患者的咨询。每天休息

时都会收到来自家人、患者、同事、朋友的关心和问

候，让我瞬间忘记了在病房的劳累。

虽然大家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说的最多的

一句话就是“保护好自己，等你平安回来”，还给我

定了很多约定，回来吃火锅，回来喝啤酒，让我在前

线备受鼓舞，也充满干劲。我想对你们说，“等我回

来，兑现我们的约定！”

全力以赴帮他们
抓住生命的希望

“天津第一批医疗队出发驰援武汉……”看着

手机里的新闻，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徐波

教授陷入了沉思，自己能为抗击疫情做些什么？

作为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波一直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

肿瘤学领域的应用，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人工智

能技术。

历时 20天，由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人工智能专业

委员和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组成的“CT 影像综

合分析 AI 辅助系统”项目团队研发出可较为准确

区别普通病毒性肺炎与新冠肺炎的新系统。目前，

该系统已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试运行。

作为项目研究团队的牵头人之一，徐波表示，

虽然其团队不是专业研究病毒性肺炎的，但作为一

名医务人员同时也是科研工作者，在国家需要时投

身战“疫”，义不容辞。

挺身而出，紧急牵头组建团队

“因为一直有项目合作，我马上联系了国家超

级计算天津中心应用研发部部长孟祥飞博士，我们

不谋而合，最终决定搭建一个影像分析的 AI 辅助

系统，为 CT 等影像学检查判断新冠肺炎提供参

考。”徐波回忆说，虽然典型的 CT 图像可能有助于

早期筛查疑似病例，但由于各种病毒性肺炎的图像

比较相似，影像科医生很难通过肉眼直接判断。而

CT 影像的 AI辅助诊断系统可以提供有力的参考，

提高筛查诊断能力。

“我们之前搭建过一个‘乳腺癌病理学综合分

析 AI辅助系统’，最初我觉得这个系统已有一个相

对成熟的模型算法，在此基础上稍加修改，应该很

快就能把新冠肺炎的模型搭出来。”徐波笑着说，

“事实证明，我们轻敌了，新系统模型的搭建远没有

那么简单。”

新搭建的系统采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对

新冠肺炎和其他病毒性肺炎的 CT图像进行分析鉴

别。“让计算机深度学习，先要有大量数据训练集。

数据案例最多的地方肯定是湖北，但此时一线的医

护人员的重点都在患者的救治上，而其他地方的案

例又有限。”徐波感慨。

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工智能专委会发挥团队

作战优势，联合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传染病医院等多家医

疗机构，通过各种渠道，最终收集了 453张病毒性肺

炎患者的 CT影像资料。

搜集到 CT 影像只是第一步。“CT 影像中的肺

实变、磨玻璃影、铺路石等典型特征想要计算机学

习，就得先告诉它们这些特征在哪，因此区域的选

择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建模和机器学习的效果，

以及系统最终的准确率。”徐波说。

天津医科大学 2017 级博士研究生王帅是徐波

的学生，他负责对 CT 影像中需要计算机识别学习

的区域进行勾画和筛选。“时间紧，任务重，我给他

下了死命令，他每天一早就一头扎在电脑前，一坐

就是一天。”徐波说。

面对失败，绝不能轻言放弃

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徐波和孟祥飞对第

一次测试的结果充满期待，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

望——起初机器识别准确率并不理想。接下来，历

经连续七八次调整之后，准确率依然“飘忽不定”。

“我们自己都开始怀疑，是否能用 AI 技术来很

好地识别新冠病毒肺炎。但关键时刻，大家迅速重

拾信心投入战斗，谁也没有轻言放弃。”徐波说，为

此，他们一方面请了更多的影像科医生重新探讨选

择的影像区域，另一方面超算中心的康波博士团队

改良了 Inception迁移学习模型，建立了新的算法。

终于，研发了近二十天，经过数据集的训练和

组内及组间验证，模型鉴别新冠肺炎的总准确率可

达 83%，特异性为 80.5%，灵敏度为 84%。在平时，搭

建这样一个系统，从数据采集、建模到验证，至少需

要一年的时间。

“天河平台的 AI+CT 系统有两个层面上的判

断，一个是判断病毒性肺炎的准确率，第二层意

义 是 帮 助 判 断 是 普 通 病 毒 性 肺 炎 还 是 新 冠 肺

炎。”徐波说，AI+CT 模型在进一步优化调试后有

望快速、高效、准确、安全地助力新冠肺炎的诊

断。相比于影像医师约 10 分钟/例及核酸检测的

总耗时 24—48 小时，AI+CT 模型的检测分析每

例只需要 10 秒。

目前，该系统正通过扩大数据集来进一步优化

模型，正式上线后，使用者仅需要远程借助“天河人

工智能创新一体化平台”提供开放能力支撑，便可

在电脑、手机等多个终端注册使用。

“我们搭建的这个系统是一个完全公益的科研

平台，期待大家加入到测试和优化的后期工作中

来。”徐波说。

鉴别新冠肺炎CT影像
这个团队20天搭建出AI辅助系统

陈 曦

一位是急诊科护士长，一位是预检分诊处护士，她们是战

疫前线的“巾帼姐妹”；一位奔波在田间，一位现身于讲堂，她

们是春耕一线的指导专家；一位是妈妈，一位是女儿，她们在

危难之时化身防控志愿者……在控疫、复产的战场上，她们出

现在关键岗位上，真正“顶起了半边天”。

第 110 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天，她们无暇顾及。

战斗尚未结束，英雄还在努力。

抗疫一线的“姐妹花”

“有人抱怨在家无聊，我们却无法与爱人相见；有人对孩

子厌烦，我们却无法给孩子一个拥抱；有人埋怨父母唠叨，我

们却没法陪陪他们。”

说这话的是山东省济宁兖州铁路医院的一对“姐妹花”：

姐姐王苗苗，是急诊科护士长；妹妹王秋月，是预检分诊处护

士。四十多天来，她们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

在医院里，王苗苗主要负责隔离病房，护理儿童、老人。

她明白，这群人免疫力差，风险更大，情绪也不稳定。既要做

好护理任务，也要当好“心理医生”。此外，她还主动承担起污

染区的消毒工作。“我多干点，别人就减轻点压力。”她说。

随着发热门诊、隔离病区的成立，与之相关的预检分诊也

建立起来，妹妹王秋月第一时间加入预检分诊处。

“交给你，你就要担起来，不能掉地下。”她事无巨细地对

患者进行登记、流行病学调查，并精确测温、拍照上传……发

现问题，她会第一时间引导他们做 CT 检查，并办理住院，送

达隔离病区。

“非常累，但关键时期，我们不上，谁上？”姊妹俩说。

生产一线的“巾帼突击队”

女干部、女党员、女职工在复产之战中当起了主角，组成

了益海嘉里（兖州）粮油公司的“巾帼突击队”。

因为担心市场紧缺，这里从初四到初九向市场投放了

2200 吨面粉；到了 2 月初，3 条面粉线和 1 条花生油线已满负

荷运转。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到物流，在关键岗位上，处处

可见这支“巾帼突击队”的身影，连轴转成为她们的常态。

无独有偶。绿源公司的肉鸭屠宰生产线也已开足马力，

每天可处理 10 万只肉鸭。“目前 900 名返岗职工，女职工占一

半。”身为女性，公司负责人徐晓玲理解此时老百姓对“菜篮

子”的关心，“保障民生，这是大局，我们必须努力。”

记者采访到的一位从事防护服制作的女工，一天 12个小

时坐在缝纫机前，一到下班浑身酸痛。

但她的话体现出女性特有的细腻，让人感动：“没有领导

说‘请你留下加班’，我们都非常默契地，咬牙把每一个更艰巨

的生产任务扛下来。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每多生产一件防护

服，就让前线的医护人员减少了被感染的可能性，就有更多的

人会得到救治。”

母女志愿值守的第25天

惊蛰日，上午七点不到，董桂新和女儿黄文静又早早地来到

当地社区抗疫执勤点。这是她们母女俩志愿值守的第25天。

48 岁的董桂新是一名部队转业干部的家属。她说，“丈

夫当兵 20 年，1998 年洪水，2003 年非典，2008 年雪灾，汶川地

震都参与了一线抢险，身上留下的累累伤痕是他的军功章。”

受丈夫影响，董桂新和女儿都认为“危难之时，能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是有价值的”。

她和女儿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疫情防控志愿队，登记人

员流动情况、劝说返乡人员隔离、在重要卡口做安全排查等。

工作细碎、繁琐。但她们认真负责，做实做细各项工作，“这是

对大家负责”。

能力有大小，贡献须尽力。对董桂新是如此，对那些科研

战线的突击者来说，也是如此。

一个月来，山东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蔬菜团队首席专家王

淑芬不得闲暇，奔波在蔬菜大县潍坊寿光、临沂兰陵等蔬菜主

产区实地指导；而她的同事、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侯丽霞研究

员则现身山东乡村广播“巾帼课堂”上，为农民兄弟解开“疫情

下的大棚菜如何‘穿衣吃饭’”的疑问。

政治家基辛格在《论中国》里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

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而眼下，这些“最勇敢的人”，既指那

些冲锋在前的钢铁男儿，也包括那些不畏艰险的坚韧女性。

幸运的是，此时此刻，在全国各地，这样的女性还有很多。

这个特殊的春天，幸好有她们守护。

这个特殊的春天

幸好有她们守护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张美荣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
科专业主管护师张婷婷（左三）妇女节仍然在工作岗位上
忙碌。 受访者供图

后方同事为山东援鄂医疗队队员创作的漫画。 受访者供图

陈蕾与出舱的患者合影 受访者供图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患

者对生命充满渴望、又无助

的时候，去帮助他们，抓住生

命的希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