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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镜头

冬去春来、东湖边的垂柳

已经吐出了芽，把温暖的气息

带给人间。它是在告诉我们：

胜利就要到来了吧！

”

“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对逆行出征、白衣执甲投

入到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

线的医疗队员来说，虽然这些经

历对个体而言或许只是微不足

道的人生片段，但它们却汇聚成

了一曲用生命谱写的赞歌！

”

“

我们没有退路，必须打

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
“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

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

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你在我

和家人及全社会眼中就是这样的英雄！一定要注意

防护！要记住至亲的人在日夜记挂着你，翘首以盼你

的归来。”这是童朝晖女儿在微信里的话。

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一线救治工作再苦再累都

没有让他掉泪，而这句话，却让这位战“疫”老兵热

泪盈眶。

1 月 23 日，正当人们刚刚开始为新冠肺炎疫情

揪心的时候，一张来自武汉医疗同行朋友圈里的照

片刷遍了北京朝阳医院医务人员的朋友圈。照片

前排正中正是童朝晖，上面标着“2020 年 1 月 23 日

武汉金银潭南五楼”。同事们这才知道，他被国家

卫生健康委抽调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卫

建委医疗救治组专家，已于 1月 18日抵达武汉。

第一时间出征“风暴”最中心

全国知名呼吸危重症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参与抗击“非典”、北京市“高创计划”领

军人才……童朝晖身上有着太多的光环。

2003 年 SARS 时，他刚刚从德国学成回国不

久。“当年也没想那么多，那会儿还不知道 SARS 是

咋回事，不像现在还有点经验，那会儿就是往上

冲。”他回忆说，最初他承担了北京市 SARS 主检医

师的任务，后成为 SARS定点医院的病区主任，创下

了百余患者无一例死亡的战绩。

“医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使命感，见了

病人就要救，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挑起重

担。”童朝晖说，尤其是作为湖北人，毕业于武汉大

学，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疫情“风暴”最中心。

到武汉后，他和专家组成员每天在各大医院巡

视，深入临床一线，指导并积极参与重症患者的救

治工作。结合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特点、临床经验

以及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新冠

肺炎的诊疗规范、流程。此外，他还和专家组经常

奔波于黄冈、黄石、鄂州、孝感等地指导危重症患者

救治，以期让武汉周边地区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救治水平同质化。

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他总结心得体会，撰

写临床工作札记，以帮助全国同行认识、战胜这

个疾病。

他提醒医疗同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 2003

年 SARS临床表现不同之处：没有明确接触史、不一

定发热、轻微咳嗽或没有明显呼吸道症状，潜伏期

可达两周以上。总之，有些病人看起来不像病人、

不容易被重视和识别，新冠病毒表现得比 2003 年

SARS还狡猾”。

临床专家更应该讲科学

“重要的事情说一百遍也不知道是否有效！对

于在 100%的给氧及较高条件下的无创通气 2小时，

氧合指数仍小于 150 的患者，应该尽早进行气管插

管有创通气。”治疗中，面对危急情况，童朝晖大声

疾呼。

临床工作之外，他和同行们秉承科学精神，在

临床中发现科学问题，通过科学研究，再把科研成

果运用于临床实践中去。他们积极攻关，探索激素

治疗、免疫治疗、包括 ECMO 等在新冠肺炎中的作

用，不断优化临床诊疗方案。

有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每当有灾难和疫情的

时候，人们都希望能找到一种特效药物来控制相关

疾病。就当前湖北疫情来讲，最重要的工作是积极

防控，控制源头、找到有效的防控措施，并积极推进

落实；同时积极救治患者，特别是重症、危重症患

者 。 从 2003 年 SARS 后 ，人 类 又 经 历 了 H5N1、

H7N9、MERS 等病毒的肆虐，漫长的 17 年，国内外

找到了有效的抗病毒药吗？都没有。不仅普通老

百姓要讲科学，科学家、科研工作者、临床专家更应

该讲科学。”

不仅如此，面对各种谣言，他还积极发声，澄清

事实，回应关切。

“不建议在临床使用克力芝，因为在临床观察

中克力芝会使一些患者病情加重，有一些患者本来

不发烧，用完以后发烧。更要注意的是克力芝对心

脏影响特别大。”他在朋友圈提醒。

在民众对患者会不会二次感染新冠肺炎存有

疑惑时，他又在央视直播时疾呼，抗体会持续半年，

一般半年内不会二次感染，公众不必恐慌。

这就是童朝晖。2008 年，发现北京市第 1 例

H5N1 禽流感患者；2013 年，诊治了北京市第 1 例

H7H9患者；2019年 8月，发现并救治成功北京市第

1 例 H5N6 禽流感患者；2019 年 11 月，诊断救治近

110 年以来北京市首次出现两例输入型肺鼠疫患

者，无一例医务人员和患者感染。

“我是党员，又是呼吸方面的专家，国家需要的

时候，我必须冲在最前线。”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

样做的。

“国家需要时，我必须冲在最前线”
——记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童朝晖

随着最后一批患者走出方舱，运行了 26天的武汉江夏方

舱医院 3 月 10 日下午贴上封条，宣布休舱。作为首个国家中

医医疗队接管的方舱医院，自 2月 14日开放以来，该院总计收

治病人 564人，治愈出院 392人。其中，10日当天治愈出院 95

人，转出 23人进入湖北省妇幼光谷院区等医院进行治疗。

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北京

中医医院院长、中共江夏方舱医院临时委员会副书记、院长刘

清泉已在此值守了一个多月，脚上的皮鞋已经磨出了白茬。

值守期间，四处辗转，几件衬衫、一件外套、一条西裤、一

双皮鞋，几乎是他的全部行李。每当北京后方亲人同事询问

时，他总是一句：“守好医院，我这里都好，什么也不缺。”

江夏方舱医院的医务人员，是由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

南、陕西 5省市的 360余人的 5支医疗队组成的。他们在医院

统一的理法方药基础上，还将各自省市的治疗特色展示出来，

互相借鉴学习。这里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以轻症为主，采取

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方法救治轻症新冠肺炎患者。

江夏方舱医院从筹备到开舱，刘清泉把这里当成了家。

早晨召开简短的院务会，沟通布置各项工作；上午查房，把脉

问诊，查看化验检查结果，在统一的治疗方案基础上，辨证论

治，一人一方。下午，奔波于金银潭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等重

症患者多的医院，开展重症患者中医会诊，指导治疗。晚上再

回到“舱里”查看病人。

从北京到武汉、从重症病房到方舱医院，30 多个日日夜

夜，刘清泉没有停歇，往往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才能休息。

2 月 26 日，在刘清泉率领的这支国家中医医疗队的科学

诊治下，首批 23 名患者顺利出舱。入院时，他们全部接受医

院推出的一整套中医组合疗法：每天两袋中药汤剂；耳穴压豆

调理患者咳嗽、头痛、失眠；穴位敷贴驱寒祛湿，缓解颈肩腰腿

痛；八段锦疏通经络，调理气血，强身健体。全舱近 400 名患

者，无一例轻症患者转成重症。

刘清泉：

掌舵首家中医方舱医院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杨淑玲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把春天带进病房

3月14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
医院 阴

褚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护士

这几天上下班的路上已经能闻到春天的味道

了，杨柳是报春的使者，冬去春来、东湖边的垂柳已

经吐出了芽，枝条在春风中舞动，真是画中有画，把

温暖的气息带给人间。它是在告诉我们：胜利就要

到来了吧！

昨天上班时发现 4 床罗奶奶似乎有些心情不

好，便问她怎么了，她委屈地说：“在病房憋了这么

多天，想出去走走，看看风景。”罗奶奶半月前病情

加重由他院急转我院 ICU，转来的那天晚上昏迷不

醒，是同事爬上高高的救护车将她抱下来安置在病

床上的。经过几天的积极救治，罗奶奶的病情明显

好转，还能下床走动了。平时有空的时候我们都会

陪她聊聊天。别看罗奶奶已经 82 岁高龄，还特别

“爱美”，隔两天就要洗洗头发，穿上漂亮的衣服，还

要系上丝巾，是一位特别讲究的奶奶。

今天上班的路上，突然想到罗奶奶，既然她那

么想出来看风景，不如我把春天带到病房去，让她

感受一下春暖花开的气息，这样她不就开心了吗！

于是我特意为罗奶奶编了个花环，带到了病

房。为了给奶奶一个惊喜，我让同事把花环藏在身

后，等奶奶闭上眼睛时为她戴上。当奶奶睁开眼睛

看到手机里的自己，笑眯了眼，说：“真好看，你们这

些小姑娘，真是有心了，跟你们一起每天都开心得

不得了，病都好得快一些。”

看到奶奶高兴，我们也感到无比欣慰：“春天

来了，说明冬天已经过去，您很快就能回家了，再

坚持坚持，等您的身体彻底康复了，我们送您出

院好不好？”罗奶奶直点头：“好，好，到时我们一

起出去看花。”

坚定地朝着胜利不断前进

3月13日 武汉协和江南医院（江夏区第一人
民医院）多云

施晓松 江苏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院感组组
长、核工业总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感染
管理处处长

今天是我们到武汉的第四十六天，非常欣喜

地了解到昨天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仅 5 例，我

们所在的医院隔离病区的患者数量也在不断减

少，正如伏尔泰所说：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

的精神。医疗队的战友们正坚定地朝着胜利不

断前进！

上午来到病区，大家的工作紧张而忙碌，互相

之间的交流基本靠大声讲话和手势比划。战友们

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工作环境，戴着医用防护口罩、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也能健步如飞，补液时戴着双层

手套也能“一针见血”，原先陌生的医生护士工作站

系统也能玩得很溜。他们在特殊的战场上挥洒着

青春和汗水！

在病区里每天最开心的时刻是告诉患者可

以出院了！今天当我们来到 2 床，告诉新手妈妈

祝 女 士 安 排 她 出 院 时 ，她 高 兴 得 跳 了 起 来 。 她

说，孩子刚出生就有黄疸，住进了医院，自己随后

被诊断为新冠肺炎，住院治疗，至今已和孩子分

开一个多月了，特别想念孩子！想到很快就可以

全家团聚，真的很开心！感谢不远千里来武汉支

援的江苏医疗队专家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才有今

天的康复出院！

来自苏州广济医院的心理专家杜向东院长说，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初步控制，但心理疏导的范围

却越来越广，不仅是患者及家人而且还包括一线医

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等。心理救援医疗队的任务

还很艰巨，但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正如萨克雷在《名利场》中写道：人生一世，总

有些片段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

局。对逆行出征、白衣执甲投入到武汉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第一线的医疗队员来说，虽然这些经历对

个体而言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人生片段，但它们却

汇聚成了一曲用生命谱写的赞歌！

希望回到家乡的那天花香依旧

3月13日 武汉市第一医院 多云
安晓燕 南京鼓楼医院麻醉科主管护师

樱花吐蕊、荆楚春回。今天是来武汉满月的日

子！这一个月来，我深切地感受到这里的变化，武

汉犹如一只沉睡的狮子，在大家的努力下正在慢慢

复苏，疫情在不断缓解，治愈病例数在不断增加，确

诊病例数大幅下降。

每晚经过武汉长江二桥的那几分钟，看到河对

面高楼外墙的 LED 循环播放着“武汉加油，中国加

油”，总感觉有些激动，人生总得经历一些不平凡事

才不虚此行。

收获最多的是温暖和感动！

有个严老爷子因为鼻出血晕倒过，我们再三叮

嘱老爷子的生活护理由我们协助，可是他总是怕麻

烦我们，总是趁我们巡视病房之后悄悄进行。有一

次巡视病房后，我又悄悄折了回去，发现老爷子身

上发痒，他正坐在床上给自己后背涂药。

我“狠狠”地批评了老爷子：“您这样子多危险

啊！万一没坐稳，摔倒咋办？”

老爷子憨憨地笑着说：“我自己可以，不用麻烦

你们！你们有空就歇会。”多么朴实的话！没有华

丽的辞藻，却温暖了我的内心深处。

如今的江城正迎来春天，而现在的南京还好

吗？每每看到手机上“江苏今日无新增”都不禁雀

跃，为身在南京的你们感到骄傲，是你们每一个人

的努力，守护好了我们心爱的家乡。希望我们回到

家乡的那天，阳光正好，花香依旧！

春暖花开，明日可待

3月12日 武汉市黄陂区中医医院 晴
韩林 广西首批援鄂医疗队重症组副组长、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一区副主任

今天，队里收到国家督导组关于医疗队今日

与当地医院办理交接手续、进行全员休整待命的

通知。

我第一反应是：这么快？

和平时一样，我还是会诊、查房、调整医嘱、完

善病程记录。1月 27日抵汉，到今天已经 45天了！

刚到武汉时，大街安静而冷清，但黄陂区中医

院的发热隔离病区却紧张而忙碌：传染病房改造，

感控分区……

来的第二天就必须收治危重症患者。当时感

觉像是特种部队开赴战场后，才发现还没来得及构

筑“工事”，“敌人”已冲上来了！

时间不等人，疫情就是命令，我们抓紧完善了

各项感控流程、检测好设备、盘点好家底、优化病区

结构，1月 30日重症病区如期运行了。

开始工作后的第一个星期，病人源源不断地转

来，面对医疗物资和设备的短缺，我们改造了供氧

系统、自制了防护面屏、用外科口罩代替了呼吸机

空气除菌滤过装置……同时重症医学滴定式治疗

的精髓一直深深刻在我们的骨子里，所有人都守在

重症患者的床旁，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并及

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对症处理。我们没有退路，必

须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进入 2 月下旬，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重症患

者康复转出，他们再到定点隔离 2 周就可以重新和

家里人团聚了，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

进入 3月份后，随着核酸检测的速度加快，出院

病人越来越多。

不想，很快，我们就休整待命了。

走出住院楼，看到队员们已自发地在合影留

念，大家都想记录下这难忘的时间节点。

嗯，春暖花已开，明日成可待！

“风雨”过后，
我们一起迎“彩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护士
褚甜为罗奶奶编了个花环，带到了病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供图

3月11日，在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康复驿站，87名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在这里经过14
天的医学观察后解除隔离。图为社区工作人员在集中点准备接送解除隔离的治愈患者回家。

新华社发（王方摄）

3月10日，在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外，刘清泉
手里拿着一件纪念T恤。 赵迪摄

3 月 11 日，77 岁的盲人患者张奶奶从火神山医院出院。

离别时，老人轻轻拉着高锐的防护服，依依难舍。

高锐，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护士，从事急诊医学科工作

10 多年，曾多次在各类护理岗位技能比武中摘得桂冠，是个

响当当的“救护冠军”。

“医者，就该像一簇火焰，去点亮生命，去拯救患者。”她说。

进驻火神山医院后，高锐带领 6 名护士完成了病区 24 个

病房、48 个床位的物资摆放设置、监护设备安装等一系列工

作。进驻 24个小时后，她就将第一批患者安全迎入病房。

留取咽拭子标本做核酸检测，是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首要

的护理工作，也是与新冠病毒最直面的交锋。每次，患者刚刚

张嘴发出一声“啊”，动作娴熟的高锐就已从患者口中取出标

本，放入试剂管中、封盖标记。

病区收治的急危重高龄患者居多，格外需要护理人员的

技艺、责任与担当。

一位 85 岁、患有严重脑血管病的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时，

四肢无力、心率极快，应加快患者补液速度并增强营养。但患

者情绪波动很大，坚决排斥留置胃管。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

高锐建议先用注射器从患者嘴角慢慢推入液体，测试老人是

否可以自主吞咽。

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容易引发患者咳嗽，造成飞沫喷溅。

一次、两次……经过多次尝试，高锐摸索到了安全注射角度和

液体推进速度。随后，她将药片碾碎溶解，一边轻声安慰，一

边小心翼翼地将药液注入老人嘴中……

终于，高锐取得了老人的信任，并娴熟地为老人留置了胃

管和导尿管。看到患者转危为安，浑身汗湿的高锐才终于松

了一口气。

“战胜病魔，需要医患共同努力。”高锐说。她觉得密不透

风的防护服会让患者产生距离感，于是就在面屏一侧画上一

张笑脸，还在防护服上写下“早日康复”等祝福话语。

“战‘疫’至今，我们病区共收治患者 211 名，已治愈出院

154名，一直保持着患者‘零病亡’救治记录。”高锐说。

（据新华社）

“救护冠军”高锐：

点亮生命的一簇火焰

贾启龙 黎 云 孙先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