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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一线镜头

告别那天有许多难忘的

画面，在那么多笑脸和掌声

里，我们记住了小哥转身拭去

泪水的背影，也记住了这座

城市，武汉。

”

“

武汉，四年前曾见过你繁

盛的样子，如今以特殊身份出

现在你的生命中，这是我最难

忘的时光。以后我还会回来

看你，看珞珈山上粉红樱花争

相绽放，蝶舞纷飞。

”

“

一个病人的转运，牵动

了许许多多医护人员的心，

因为这是生命的接力，是生

命的嘱托。

”

“

近日，随着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国家

和各省援鄂医疗队启动了分批撤离。不过，还有“最后一班

岗”的白衣战士们，仍在坚守最后的扫尾工作。

3 月 19 日，记者从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当天是

“湘雅—协和—中山新冠重症联合病房”（以下简称联合病房）

医务人员归队前的最后一天。在联合病房奋战了 41 天的他

们，已治愈 56 名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治愈率达 81%。这些医

务人员将回归各自医疗队，在武汉协和西院所接管的重症病

房，继续奋战抗疫一线。而按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该联合病

房于 20日由浙大二院医疗队整建制接管。

“湘雅—协和—中山新冠重症联合病房”，由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中山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三家医院组建。湘雅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中有

8 名医生、50 名护理人员入驻联合病房。医院其他队员则整

建制接管武汉协和西院湘雅病房。

在联合病房解散前，三院白衣战士们合影留念，彼此祝

福。“对新冠重症患者，我们尝试中西医结合的综合诊疗方

案，重视重转危的风险因素，早期预警、精准治疗，最大限度

地避免重症向危重症转化。”联合病房医疗组长、湘雅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唐涛也如此总结联合病房治愈率高达

81%的经验。

联合病房解散后，队员们仍将在武汉坚守。根据中央指

导组指导，武汉市计划分期、分批，把全市 50多家定点医院的

新冠肺炎患者，向医疗资源丰富的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等 10家

医院集中，整合优势资源打好“歼灭战”。截至 18 日，作为有

归队队员的湘雅病房，仍有 27名重症患者在院。该病房将继

续收治由其他定点医院转送的重症患者。

“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虽然今天联合战队将解散，但

我们回归各自医疗队后，还将在武汉坚持到最后，给国家和人

民交上满意的答卷！”唐涛说。

他们要给武汉

站好“最后一班岗”

在走廊上遇到陈燕燕的时候，她正着急赶往一线。52

天，7 个镇街道、800 多个检测点，1 万余公里行程，她顶在前

线。如果你提醒她要劳逸结合，她会笑笑说，纪检监察干部，

关键时刻就要冲在一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打拼。

一语重千钧，这叫担当，也为责任。

犹记得大年初二，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纪委监委派驻第

四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陈燕燕临危受命，奔赴一线。自此，从穿

街过巷查访村居社区，到走企业进车间督导复工复产，处处都

有她和同事们忙碌的身影。

人们评价她：细致敏锐，不让须眉；立场坚定，敢于担当。

“我们想去你们村后的高兴镇南湖西头村，可以吗？”

“那可过不去，村后那条路用土堵上了。”

“近期各级都下发了通知，要求穿村道路保持畅通，不允

许有土堆、铁栅栏等硬隔离障碍，让符合条件的人员、车辆顺

利通行。”

“是吗？那是我们政策掌握不到位，现在了解了，马上整

改。”

发生在 2 月 27 日的这一幕，诠释了陈燕燕在一线的重要

使命——发现问题，调查问题，解决问题，确保最新防疫措施

能落实到位。

近日，陈燕燕到“娘家村”小桃园村督导。忙完工作之后，

她却“过家门而不入”，和同事直奔下一个检查点。陈燕燕坚

持原则，“我们就是督导纪律的，不能带头破坏纪律”。

既要照顾好家庭，又要干好工作，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平衡

的现实，但“舍小家，顾大家”永远是一个纪检监察干部的第一

选择。

疫情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党员干部为民服务、责任担当

的形象，也折射出干群在风雨中的理解与互助。这其中，领导

干部在付出，社区、村居一线工作人员在付出，普通民众同样

在付出。

52天的付出有了回报。

在战疫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陈燕燕还是闲不下来，继续

奔走忙碌在一线。

她走了一万余公里

只想确保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通讯员 李 敏 王 洁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姚彩虹 郭晓艳

“尽管正在休整隔离，但只要疫情未结束、国家

需要，我们愿意为世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3 月 19 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圆满

完成武汉抗疫任务、胜利归来的第二天上午，医疗

队 140 位逆行英雄在请战书上郑重按下红手印，再

次请战，表示要用中国科大托珠单抗免疫治疗方案

和在武汉的救治经验继续帮助更多患者，为世界疫

情防控贡献“安徽力量”。

我是党员，我先上

19 日上午 10 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在安

徽省援鄂抗疫前方指挥部副指挥长、院党委书记刘

同柱的带领下，再次集体请战。尽管已从武汉抗疫

前线撤回，但队员们依然斗志昂扬。“我是党员，我

先上！”140位队员中，72名党员率先按下了红手印。

刘同柱表示，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统筹部署、中

国红十字会协助下，中国科大托珠单抗免疫治疗方

案在武汉市全面推广。截至 3月 17日，包括火神山

医院、雷神山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在内的当地 14 所

定点收治医院对 469 名患者采用该方案进行治疗，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有效提升了武汉地区重症患者

救治的成功率。“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已明显向好，但

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

必须做点什么。”该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副领队、南

区副院长王锦权表示，“抗击疫情以来，各级领导和

社会各界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这对我们来说既是

鼓励也是鞭策，我们希望用在武汉的救治经验为世

界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老将”出马，收获满满

59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

省立医院）党委委员、南区分党委书记鲁朝晖是医

疗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作为医疗队领队，鲁朝晖

从 2 月 13 日接到组建医疗队驰援武汉的通知后就

一直忙碌到现在。抵达武汉之后，医疗队整建制接

管了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 Z6病区。“既然我把他

们带出来，我就得为他们的安全考虑，平安地送他

们回家。”生活上，鲁朝晖与副领队王锦权时刻关心

爱护队员，尽力解决队员们各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工作上，他们指导制定了病区新冠肺炎分层诊断与

治疗流程，并针对危重型患者及时组织疑难病例讨

论，科学救治。不到两周，他们在中华重症医学电

子杂志上发表了《医疗队整建制接管病区面临的挑

战与对策》，分享管理经验。

回忆起在武汉的一个多月，鲁朝晖表示，感动

的地方太多，最难忘的就是团队中的年轻孩子。

“之前我还担心他们远离家乡，面对严峻的疫情形

势会有一些不良情绪，但后来他们的坚毅打消了

我的顾虑，甚至有时他们还会反过来关心我、替我

考虑。”

鲁朝晖介绍说，在武汉期间，尽管面临着工作

强度大、医用物资短缺等诸多问题，但队员们都极

力克服，在微信群里大家互相打气、加油。“一个多

月来，我们收获满满，病区 59 名患者经过科学救

治和精心护理，达到出院标准顺利出院，救治成功

率居各医疗队前列，得到了受援医院和同行的高

度评价。”

年龄虽小，但内心无比强大

团队中年龄最小的医生和护士均是女孩子，尽

管外表柔弱清秀，但她们的内心却无比强大。

30 岁的王晓兵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重症监护室主治医师，也

是医疗队中最年轻的医生。

回想初到武汉，“战斗”第一天病区就收治了 60

多位患者，压力肯定是有的。但在战友的鼓励下，

看着患者期望的眼神，王晓兵很快进入了状态。

“我是背着父母偷偷报名的。”团队中年龄最小

的队员、23岁的卢孝妍笑着道出了她的“秘密”，“去

武汉是为国家解难，如今疫情在世界蔓延，我更要

挺身而出。”卢孝妍表示，在武汉的救治经历让自己

成熟了很多，只要国家需要，她将义无反顾！

“在武汉抗疫一线，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为我

们提供了大量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为我们顺利

完成任务提供了坚强后盾。我们将按照组织安排，

在隔离休养 2周后，以更大的激情回到工作岗位，并

随时准备披甲再出征！”刘同柱说。

再请战！这群抗疫英雄愿为世界贡献“安徽力量”
本报记者 吴长锋

“小哥”是一抹亮色

3月23日 天津北辰区隔离休整点 晴
王一旻 天津市泰达医院重症医学科行政副主任

时间如水般逝去，返回天津已经一周，回忆起在

武汉的日子，心里五味杂陈，像是寄自久别故乡的包

裹，沉重而珍贵，没有打开的勇气。然而记忆总是令

人猝不及防，在最不经意时涌入心里，铭刻在心。

怎么也不会想到，今生第一次与武汉“邂逅”，

缘于一场瘟疫。当飞机降落在凌晨空旷的天河机

场，我知道，这次是真地踏入了疫区，带着热情、责

任、牵挂和忐忑，我们来了……

“小哥”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抹亮色，地道的武汉

青山区人，退伍军人，高大帅气，总是面带微笑。我

们都称他为“小哥”，因为他很年轻，是 90后。

“小哥”叫戚彪，是公交公司派驻天津援鄂医疗

二队的班车司机，负责接送上下班的队员往返于宿

舍和武钢二院之间，四小时一班，单程八公里的距

离，辛苦而单调。受到疫情影响，“小哥”也很多天

不能回家了，父母妻儿都在家中，直到 50 天后医疗

队撤离，他和他的同事们才开始自我隔离。

朝夕相处，这一切他从未提及，无论深夜还是

清晨，上了班车，总能看到他标志性的微笑，还有车

里淡淡的老歌，会有温暖袭上心头，驱散满身寒气。

出门在外，总有些小困扰，“小哥”就是我们的

哆啦 A 梦，“变出”我们需要的指甲剪、剃须刀片、两

包涪陵榨菜、一瓶豆瓣酱、隐形眼镜护理液……

工作很快理顺，患者陆续治愈出院，我们也融

入了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坚冰正在消融，岁月归

于静好，“小哥”的微笑恰似佐证。

离别同样来得猝不及防，我们要走了，匆忙合影

的队伍里，“小哥”和车队的师傅们都是C位，他们几

乎和所有人都合了影，我们相约，秋天在天津相聚。

告别那天有许多难忘的画面，在那么多笑脸和

掌声里，我们记住了小哥转身拭去泪水的背影，也

记住了这座城市，武汉，我们生命中有 50 天是为你

而活，伴随我们的，还有你的人民，他们普普通通、

沉稳大气，带着淡淡的微笑。

青山不改，武汉无恙。

一场生命的接力

3月22日 黄石市中医医院 小雨
程志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治医师

3 月 20 日，黄石市所有新冠肺炎患者集中转运

至黄石市中医医院，大部分综合医院将恢复正常诊

疗秩序。一位体外膜肺氧合（ECMO）患者将从黄

石市中心医院转运至黄石市中医医院，此次转运虽

然只有 9公里的路程，但患者病情危重，转运难度非

常大。面对此项转运任务，在李卿主任的指挥协调

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下午 1时 30分，转运正式开始。一部分转运人

员在中心医院，另一批人则在中医医院接应。呼吸

机、ECMO 机器、气管插管以及监护仪上的生命体

征监测，相关负责人员都一一分工到位。

接下来，所有参与人员反复确认细节，检查

呼吸机每一个参数的设置、每一种药物的泵速，

核验氧气压力，配备备用氧气瓶，准备压缩机，查

看电梯通道……一切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

患者安全。

在确保所有准备工作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下午

2 时 20 分，我们开始转运患者。搬运患者、调试设

备，一切有序进行，救护车一路鸣笛，车内转运人员

目不转睛地盯着设备上的参数，十几分钟的路程，

大家都高度集中、一刻也不松懈。路上的行人、行

车主动让行，保证救护车顺利、快速地通过，为病人

的救治争分夺秒。

下午 3时，救护车顺利到达黄石市中医医院，医

护人员早已在病区楼下等候，电梯“虚席以待”。

我们用对讲机告诉病区内的医务人员：“病人

已到。”

“马上进入病区。”

“收到，收到。”

简短地沟通都是为了转运顺利进行。

进入病区后一切都已备好，大家迅速转换连

接，更换呼吸机、泵注药物、开启压缩机、开放管路、

评估气道、评估生命体征等，一切对接工作有条不

紊地进行中。

一个病人的转运，牵动了许许多多医务人员的

心，因为这是生命的接力，是生命的嘱托。

最后一个夜班

3月21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多云
徐一璟 宁夏银川市妇幼保健院护士

乘着月色，我们踏上了夜班的路。

上车时，一如既往地与公交师傅互道一声“你们

辛苦了”，这已成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看着师傅

带笑的眼睛，我心里暖暖的，又非常不舍，因为这是

我最后一次值班，最后一次乘坐这辆车，我努力地记

住这位师傅的模样，心里默默说了一声：谢谢您！

车离开的瞬间，我习惯性地抬头望向驻地酒

店，只见队友们站在窗前用手电筒向我们“挥手”，

示意我们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凌晨 1点，病人已经熟睡，我们和上一班的队友

做完交接，他们临走前留下一句：“最后一个班，加

油！”在这里度过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看着病人逐渐

减少，我们也到了离开的时候，“最后一个班”这几

个字沉甸甸地落在心里。

嗯，最后一个班，我们一定会加油。

病区的 13位病人生命体征都非常平稳，最后的

4 个小时，在这寂静的夜里过得格外快。30 床病危

的老爷爷得知自己要被转院，非常难过，他在枕头

底下压了一张纸，上面记录着每个照顾过他的医护

人员的名字，生怕忘记了谁，一笔一画都流露出对

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

看着各种医疗器械，想起大家忙碌工作的身

影，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脑中飞速闪过。顿时，眼

泪模糊了视线。

这，是我们曾经并肩作战的地方。这，是我们

曾经挥汗如雨的战场。真的即将离开的时候，心里

都是不舍。

接班队友走进来，我们进行了最后的交接班。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法和叔叔阿姨们一一道别，

只能再看一眼那一间间熟悉的病房，以及那一张张

病床上熟悉的面孔。

前往驻地，沿途看着武汉的夜景，每一个高大建

筑上都滚动着“致敬白衣天使”“武汉必胜”“中国必

胜”的灯光字幕。这是武汉人民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凌晨 5 点多，消杀组的老师们还在驻地帐篷前

等待我们归来。无论多晚，无论是否与你相熟，他

们始终坚守在岗位，让人感动。

武汉，四年前曾见过你繁盛的样子，如今以特殊身

份出现在你的生命中，这是我最难忘的时光。以后我还

会回来看你，看珞珈山上粉红樱花争相绽放，蝶舞纷飞。

坚冰正在消融坚冰正在消融
岁月归于静好岁月归于静好

3 月 23 日，广东援
助湖北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第 14 批医疗队在顺
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后 从 武 汉 返 回 广 东 。
图为广东第 14 批援鄂
医疗队队员、广东佛山
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的
张秋萍在口罩上写下了

“你我皆是英雄”的告别
话语。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33月月2020日日，，武汉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的护士们合影为武汉加油武汉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的护士们合影为武汉加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王毓国摄摄

“湘雅—协和—中山新冠重症联合病房”医护团队在
离开联合病房、回归自己医院医疗队前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