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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镜头

事实证明，我们一直抱

在怀里的‘90 后’已经长大

了，可堪重任了！国家有希

望，民族有希望，医学可期！

未来可期！

”

“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我对疾病的认识也逐渐

加深，从一个啥都不会、行为

慌张的住院医，在同事们的帮

助和感召下，逐渐成为了一名

心中有信念的战士！

“

”

到底是谁温暖了谁呢？

到底又是谁帮助了谁呢？祝

福奶奶，祝福每一位患者早

日战胜病魔，让我们共享春

风拂面！

”

“

少年强，中国强！

3月16日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晴
袁晓宁 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书

记、感染管理科副主任

今天真是一个繁忙而又激动的日子。一早和

沈宁副院长去了病房，约了同济医院的同事联合查

房，同时进行环境卫生学采样，忙忙碌碌一直到了

下午 1点。

最难忘的是 20 床老奶奶所说的“少年强，中国

强”。

老奶奶情况一直不太好，先是怎么都不愿意吃

饭，后来我们不得不对她下了胃管进行鼻饲，加了

静脉输液加强支持治疗。坚持了大概一周，大家每

天去看她，她的主管医生、主管护士一有空就去陪

陪她。

有一天查房，我看见床头桌上的老年电话显示

有未接来电，就让人帮她逐个打回去，还恰巧打通

了她儿子、老伴和表弟的电话。接通电话后老人家

终于有了反应，儿子的深情呼唤，老伴的哽咽请求，

表弟病愈之后团聚的希望，终于唤起了老人家的生

活激情，泪水从她眼角慢慢渗出……再看到她时，

有时候她会在医生护士的看护下坐一会，还有一次

喝了半碗粥，每一次进步都使医务人员欢呼雀跃。

今天，查房到她的时候，电视里正播放新闻，我

们突然听到了“90 后”党员、“信”等关键词，细看电

视，发现是习近平主席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

“90后”党员的回信，勉励他们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前几天北医三院“90 后”党员主笔向习主席汇

报在武汉的心路历程，没想到这么快习主席就回信

了！听到这些，查房的一群人，包括一直淡定的沈

院长也激动不已，年轻人更是雀跃，当时我正站在

老人家床头，突然听到她说：“少年强，中国强！”

吐字清晰有力，这让我不敢相信是老奶奶发出

来的，我怕听错，赶忙低下头又问了一遍：“老奶奶，

您说什么？”老奶奶的眼睛里是从未有的明亮与严

肃，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少年强，中国强！”

当了 20多年的湖北媳妇，我清清楚楚听懂了老

人家的话，大家很激动，老奶奶紧紧握住我的手并

悄悄竖起大拇指！

回到清洁区，看到满屏未阅读的微信及霸屏的

“90后”朋友圈。虽然，激动的“90后”忙完后还会抱

着我撒娇，但她们已经长大了，是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一代，在疫情严峻时勇敢逆行，在生命红

区冲锋在前，在艰苦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在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彰显了青春的力量！事实证明，我们一

直抱在怀里的“90后”已经长大了，可堪重任了！国

家有希望，民族有希望，医学可期！未来可期！

做一名有信仰的战士

3月16日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晴
张水生 国家援鄂医疗队员、北医三院普外科

住院医

往年，自己过生日，就很简单，比平时多吃一个

鸡蛋就行。这次生日那天上午，我们小组组织了一

次小规模的活动，重温入党誓言。我想，应该不会

有人留意我哪天生日。

中午的时候，我被通知去开会，进入房间，灯是

关的。

难道，是给我过生日？

是的。医疗队为我准备了蛋糕，组员陪我一

起唱生日歌，送给我精心制作的礼物——我的自

画像漫画，并有全体队员的签名。接下来，是来

自大后方科里的视频祝福，科里的领导们都在。

第三个环节，是播放昨天他们偷偷为我录制的视

频和剪辑。最后医疗队领导敲门送来鲜花。非

常荣幸，能在这个特殊时期，有这么一次难忘的

人生经历。

日子虽苦，但是细品，甚甜！我在武汉收获了

一群朋友、战友，一群可爱的人。

报名援鄂前，内心还是有点挣扎，想得很多。

说实话，有点担心自己的父母，假如我不幸牺牲，父

母无所养；我还害怕难以有突出的表现，甚至可能

拖团队的后腿。但一次次的感动燃起了我内心的

斗志，建筑工、清洁工、志愿者、外卖小哥都能在这

场战役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冲锋向前，我一个大型

三甲医院的医生也一定能帮上忙，至少看护病人和

写写病例还是可以的吧。

我报名了！

2 月 8 日，元宵节之夜，也就是我们第三批队员

抵达武汉一天后，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北医

三院 137 名援鄂队员独立建制开辟危重症新病区。

我参加了密集的培训，开始正式上班、收病人。

现在我已经在武汉连续战斗了一个月有余。

一次次培训与一次次进病房实战，让我对疾病的认

识也逐渐加深，从一个行为慌张的住院医，在同事

们的帮助和感召下，逐渐成为了一名心中有信念的

战士！

一次次面临死神，我有几点临床感悟想简单分

享下。其一，平时锻炼身体很重要，再忙，身体是革

命的本钱，此次疾病，危重的病人和死亡的病人，大

多数都是有着较为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平

时也能正常生活，但是病毒肆虐时，这种差距就能

显现出来。其二，情绪控制很重要，遇事冷静，沉着

应对。其三，人的生命很脆弱，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不怕，姑娘，我相信你们！”

3月15日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晴
乔莉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眼科护师

转瞬来武汉已经一个月有余，从刚来武汉时每

天翻看日历，到现在已经不再细数，我们只是坚信：

努力一天，离胜利就更近了一步。

今天我们组是早晨的班，各种治疗、生命体征

测量、生活护理、发饭、打水……大家像上了发条一

样忙个不停。

正 在 忙 碌 中 的 我 得 知 ，20 床 老 奶 奶 的 留 置

针 无 法 正 常 使 用 。 我 和 同 事 准 备 好 用 品 ，推 车

来到老奶奶床旁，轻声唤了一句：“奶奶，感觉怎

么样？”

老人家睁开眼，带着笑意，用很标准的普通话

回答我：“挺好的，没什么不舒服。”说着还竖起大

拇指，称赞道：“你们真棒！”我很惊讶，奶奶的普通

话居然说得这么好，这在多日来接触的患者中倒

是少有。

我俯下身将快掉下来的口罩为老人戴好并称

赞她：“您真厉害，普通话讲这么好！您这个针需要

重新扎一下好嘛？”“好，没问题！有你们我不怕！”

奶奶回答道。

老人家的皮肤和血管情况都比较差，还有厚

厚的防护服，无疑都增加了穿刺难度。正在找血

管时，奶奶却反过来安慰我：“不怕，姑娘，我相信

你们！”一句相信让我的手瞬间稳了许多，心更稳

了，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次穿刺成功。奶奶很

开心，突然为我和同事唱起了地方小调，听不懂歌

词的我却听出了奶奶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和赞许，

暖意融融。

套管针留置对我们来讲是简单而熟悉的操作，

然而，却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动。老人的理解、友

善、信任、慈爱的眼神和话语，我会永远记在心间。

到底是谁温暖了谁呢？到底又是谁帮助了谁

呢？祝福奶奶，祝福每一位患者早日战胜病魔，让

我们共享春风拂面！

那些忙碌的时光那些忙碌的时光
细品却甚甜细品却甚甜 他每天近距离与病人口鼻接触，冒着感染风险为患者留

取咽拭子；他为患者打开声门，找到气道，与死神抢夺重患的

生命；他不惧危险，为患者完成吸痰、血气分析采集、口腔护理

等诸多高危操作；他在六小时内为患者进行了血液净化治疗

一系列动作，最终患者转危为安……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

院区第十七、十八两个重症病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却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在战“疫”一线，一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临时党支部

就是一座战斗堡垒。

重症病区每天都需进行大量咽拭子采样，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风险重重。近距离与病人口

鼻接触，病人随时可能出现咳嗽、喷嚏等含大量病毒的飞沫喷

溅，感染风险极高。但临时党支部医生党员们毫不畏惧，纷纷

主动请缨采样，为病人诊治提供了重要参考。临时党支部党

员、肝病科副主任医师韩利岩与中医科主治医师白文武就多

次深入病房为患者留取咽拭子。

气管插管术，是一项挽救病人生命的重要操作，但也更为

危险。气管插管需要非常近距离地贴近患者，打开声门，找到

气道，含高浓度病毒的空气往往会扑面而来。东院区临时党

支部委员、麻醉科副主任吴剑波自告奋勇进入隔离病房与同

事合作进行气管插管，与死神抢夺病危患者的生命。

在十八病区的监护单元（ICU）内，有多个气管插管机械

通气的危重病人，需要进行高强度的监护和护理工作，由于房

间内充满含有大量病毒的气溶胶，传染风险非常高。在护理

团队中，重症医学科护师张迎迎、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护师安

冲、重症医学科护师刘一鸣、重症医学科护师王成涛、重症医学

科护师宋秀秀等几位临时党支部的党员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不

言苦累、不惧危险，悉心照料着患者，完成了吸痰、俯卧位通气、

血气分析采集、静脉输液、口腔护理、肠内营养等诸多高危的操

作，点点滴滴中体现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俯卧位通气作为重度呼吸衰竭的挽救性治疗措施，在病

房条件有限且病人带有气管插管及各类引流管的情况下，翻

身难度大，并且护理人员会近距离接触病人含有病毒的体液、

飞沫。临时党支部委员、重症医学科护士长王静带领护理团

队与医生团队一起，克服困难，用自制垫子创造条件实施俯卧

位通气，缓解了病人极度缺氧状态。

此外，临时党支部委员、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昊在病

房尚不具备开展有创通气条件时，指导开展高流量氧疗病人

的俯卧位通气，为危重患者救治赢得了时间。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危急关头，我们

共产党员要挑起重担。”疫情不会摧垮共产党员的意志和信

念，在危难关头，他们挺身而出，充满了魄力，凝聚了力量。

“在危急关头，

我们共产党员要挑起重担”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王 昊

3 月 10 日，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二科新收治了 3 名患

者，其中 2 位是由重症科转来的。“夜里是患者最容易发生病

情变化的时候，我得留下。”担心患者病情变化，感染二科党支

部书记徐智再次“夜不归宿”留守病房。

队伍到达武汉后的第 1周，徐智几乎每天吃住都在病房，

“有事叫我，我都在。”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很多医生有丰

富的专科临床经验，但却是第一次进行呼吸道传染病的救治，

我得留在病房帮助他们。”徐智说。

一天夜里 11 点多，一位患者突发呼吸衰竭，当班医生紧

急求助。徐智快步走出值班室，一边电话告知紧急处置方法，

一边迅速穿好防护服，及时赶到患者身边。连接呼吸机、设置

呼吸参数、调整用药医嘱……一通操作下来，徐智浑身汗湿、

护目镜里也布满了汗珠。待患者病情稳定，徐智走出病房时

已是后半夜。

“守房人”是医护人员私下对徐智的称呼，“只要他在病房，

我们上夜班就觉得比较安心，不怕有紧急状况发生。”徐智的同

事吴小程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病情都在逐渐好转，

医生的救治经验也在与日俱增。尽管如此，但凡有重症患者或

者病情不稳的新入院患者，徐智都会主动留下守夜。这样的守

护，每周都有两三次，“确认他们平安，我才能安心。”徐智说。

他的守护，一次又一次让深夜病情变化的患者转危为

安。这样的坚守，换来的不仅是患者日益康复的身体，还有他

们灿烂的笑容和“生”的希望。

一位 4 岁小女孩收治入院的第一天，胆怯和无助的眼神

让徐智一阵心疼。他俯身弯腰，看着小女孩的眼镜，温柔地

说：“小公主，我是徐伯伯，我家里有个小姐姐，跟你一样也是

公主……”父亲般亲切的话语，让小女孩一下笑了起来，话匣

子也打开了。此后，“徐伯伯”所有的关心，都成了小女孩“炫

耀”的资本：这是徐伯伯给我带的苹果，那是徐伯伯给我带的

点心……3 月 6 日，小女孩治愈出院，徐智和医护人员一起牵

着手把她送到病区门口。由于病房需要，徐智没能将她送到

医院门口，满心遗憾。而小女孩却转身向他挥手，笑盈盈地

说：“徐伯伯，谢谢你，再见！”“他们的笑容，是我最大的幸福。”

看着患者一个个康复出院，徐智欣慰地说。

一次次的坚守

换来的是笑容和“生”的希望

通讯员 陈晓霞 李春梅 本报记者 雍 黎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空军军医大学唐都

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新，把新冠肺炎救治和科研探

索结合，在武汉抗疫一线奋战中，找到了自己的

“战”位，越战越勇。

夫妻探讨出的试验项目

新冠肺炎病毒不仅攻击肺部，也攻击肠道，造

成肠道功能损害，会造成腹泻、腹痛、吸收不良、便

秘等方面问题。王新的妻子仲月霞也是一名医生，

她经常从护理角度与王新探讨肠道管理的作用，作

为消化专家的王新，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的重要

性，“患者有肠道问题，就可能有肠道传播的风险，

如果能管理好肠道，就能减少护理工作困难和风

险，甚至对患者全身状况改善有帮助。”他立即与国

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商讨，最终确定了“服用菊粉改

善微生态提升肠道管理质量”这一新冠肺炎患者肠

道管理临床试验项目。

“每天把安排的病人按规定和

指南进行个体化治疗，保证目前的

最佳治疗质量，这是我们必须做到

的。”但王新不满足于仅完成基础工

作，救治患者时，他总是在心中给自

己确立明确的原则、目标、策略和预

判，保证不走弯路。在他的日记中，

将自己心中确立的关键点一一写

下，从确立防治结合的原则，到如何

应对轻型及中型患者向重型发展，

如何积极治疗重型患者，如何逆转

或阻止向危重型发展，如何维护危

重型患者器官功能，如何防治并发症、降低死亡率，

他甚至将防治急需的新药物和技术都记录下来。

他的日记，可以说是一本条理清晰的救治手册。

查房时附带特殊“任务”

“最近吃饭怎么样啊？”“肚子有没有不舒服？”

“我看您情绪不高，有什么烦心事儿可以和我说

说。”王新查房时常把这些问题挂在嘴边，对患者关

心的背后，原来还有一项“任务”。

考虑到抗击病毒尚无特效药，需要依靠自身免

疫抵抗及医护的对症支持综合治疗，妻子仲月霞站

在护理的角度建议他通过营养支持和心理干预两

种手段来改善患者预后。善于解决问题的王新立

即行动起来，查房时仔细询问，评估患者的消化、营

养及精神心理状态，适当进行心理干预，并将观察

到的现象和问题告诉妻子，仲月霞迅速和唐都医院

营养科及神经内科专家商量对策，制定了“新冠肺

炎患者营养建议”和“一线医护人员针对新型冠状

肺炎患者心理干预的建议”。“希望他们的理念和想

法在临床救治病人中起到作用。”王新将自己的专

业意见作为情人节礼物送给妻子，他说这个礼物可

以给更多患者带来福音。

新研究锁定重型化患者救治

现在，王新又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重型化患

者的救治上，他关注到国家层面的观察研究指出，

临床反映出的高危因素表现的机理，是患者体内

出现的“炎症细胞因子风暴”导致全身过度炎症反

应损伤所造成的。“如果所有患者都能监测血液中

多种细胞因子水平，来预测哪些患者可能有细胞

因 子 风 暴 发 生 ，在 症 状 出 现 之 前 就 干 预 是 否 更

好？有什么方法能简洁、实时、灵敏地预警患者体

内发生了‘炎症细胞因子风暴’呢？”这次，王新给

自己提出了问题，结合临床经验和与专家朋友的

探讨，王新发现患者重型化患者多有心脏损害现

象，而心电活动监测是最实时敏感简易的方法，因

此他专门设计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炎症因子风

暴人工智能心电预警”软件分析，目前这一软件已

交由临床实践验证。

找到了“战”位的王新，在日记中写道：“疫情的

快速变化堪比一场国家级军事战役，也最能考验医

学处置能力。作为军医，这种情形特别需要我们站

出来。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将是我一生最难忘的

经历。”

找准“战”位，他在抗疫一线越战越勇
本报记者 史俊斌 通讯员 刘婷婷

33月月 1717日日，，支援湖北的部分贵州医疗队员和湖南医疗队员从支援湖北的部分贵州医疗队员和湖南医疗队员从
武汉火车站乘坐高铁离开武汉火车站乘坐高铁离开。。图为贵州医疗队员向欢送的人们挥手图为贵州医疗队员向欢送的人们挥手
致意致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沈伯韩摄摄

王新在办公室里进行研究王新在办公室里进行研究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红区”是抗疫医院中
危重、重症隔离病房的别
称。在武汉火神山医院，
重症医学一科就把守着这
样的“红区”。该科室的医
护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
筑起守护生命和健康的铜
墙铁壁。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