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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护理部主任汪晖：

“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童 萱

新冠肺炎的确诊，必须通过咽拭子标
本。但一个张嘴的动作，将产生大量携带
病毒的气溶胶，这是采集护士们必须面对
的风险。几十万份试剂送达武汉，意味着
护士们要冒着最大风险去采集这几十万人
的标本。

“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上。”作为华中科
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4000多名护士的领头
人，有着25年党龄、38年护理经验的护理
部主任汪晖义无反顾地冲在了第一线。

“办法总比困难多，科学护理
是战役的保障”

一大早，汪晖就赶到了同济医院中法新
城院区，迎接来自山东、河南、山西等地驰援
的医疗队，给新来的医疗队进行护理培训，
沟通流程，安排护士排班，一刻不停。奔跑
了一上午的汪晖，突然胸痛，找了点药含下
后，喘口气，又准备开始工作。如往常每天
一样，她要工作到深夜12点。

“疫情发生在武汉，同济要冲锋在前，护
理更要冲锋在前。”为提高诊疗效率、尽快收
治更多病人，汪晖第一时间组织、培训医院
7批1000多名专业重症护士，投身抗击新
冠肺炎的战役中。她推动制定《不明原因肺
炎院内防控指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护理工作手册》，创新设计了发热门诊咽拭
子采集平台，确保护士零感染；她沉着冷静，
用心关怀，是护理团队不倒的主心骨和精神
支柱。

1月 24日，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启
动，汪晖马不停蹄地带领同济护理人深入
前线参与医院的建设，负责所有护理环节
的建设以及护理物资的采集、到位……在
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前线，始终有汪
晖的身影。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2019年12月31
日，汪晖从医院呼吸内科赵建平主任口中
获知有病人感染了某种像SARS一样的病
毒，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她很敏锐地
觉察到可能的危险。很快，1月3日发热门
诊启动。接到通知时，正值休假的汪晖二
话不说直奔医院，协同医院各部门紧急筹
建发热门诊。那一天，她从安排发热门诊
的隔离区域到调动安排全院骨干护士，一
刻不停，等到门诊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行，
已到深夜。担心会传染给家人，当晚她睡
在了医院。

临时改建的医院发热门诊空间狭小，布
局不理想，远远达不到汪晖认为的传染病发

热门诊的要求，而医院平均每天要超负荷接
诊近千人的发热疑似感染病人，在相对封闭
的空间，感染的可能性较大。如何及时识别
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如何在采集病人咽拭
子时尽可能隔离病毒？如何安排病人的入
院流程，避免交叉感染？这些棘手的问题都
颇具挑战！

“办法总比困难多，不要急，汪老师
来想办法。”面对不明原因的肺炎和持续蔓
延的疫情，汪晖整日泡在发热门诊，观察
指导，一发现问题，她就赶紧召集人员，
查阅相关文献，搜集各类信息，连夜讨
论，制定对策，很快按照传染病“三区两
通道”的原则合理布局好发热门诊，对护
士站、物资库、更衣室、清洁消毒区、污
染通道等科学布局。

1月6日，在汪晖的主导下，医院发布
《不明原因肺炎院内防控指引》并在全院范
围内培训，被紧急调入医院发热门诊的护
士们很快学会了发热病人的识别和护理、
防护服的安全穿脱和咽拭子的安全采集
等，解决了一线护士的担忧，科学地保障

了护士们的安全。

“我的精神不能垮，如果我垮
了，他们就会更加恐慌。”

最让同事们感动的是，作为护理部主任
的汪晖，身先士卒，到发热病房为重症病人
护理做床边指导，主动在重症病人身上示范
咽拭子的采集。

咽拭子的采集是病情诊断的关键一环，
主要由发热门诊的护士操作。采集时，护士
直接对着病人，病人张开嘴，配合呼吸，再取
病人唾液，有极大的感染风险。新冠肺炎病
毒通过空气、接触可以人传人，一些护士不
敢上，害怕。

为了消除恐慌，汪晖决定自己先上。“如
果我不示范，那些年轻的小护士们怎么敢
上？我上了，她们才敢。”汪晖耐心地讲解规
范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帮助一线护士战
胜恐惧。为减少护士暴露，汪晖不断创新，
在门诊固定一个采集咽拭子的操作区域，创
新性地在操作台面上做一个玻璃窗，挖两个

洞，护士取咽拭子时将双手穿过洞再取，防
止呼吸道的飞沫。“多隔离一层，就能多一分
安全，这是我能为她们想的。”汪晖时常这
样说。

护士们的安全是汪晖最关心的。1月
初，同济医院接诊了武汉市第一批疑似新冠
肺炎患者，同济医院派出护理骨干长期驻扎
支援金银潭传染病医院，汪晖几乎每天打电
话问候在金银潭医院工作的护士们，问她们
在生活和专业上有什么困难。从1月21日
开始，汪晖要求护理部每天给所有战斗在一
线的护士发短信慰问。“有时候累了一天，收
到护理部暖心的短信，觉得很温馨。”汪晖的
鼓励对长时间在一线承受巨大压力的护士
们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

“我不能垮，内心不能有半点犹豫，我必
须表现出我的专业。如果我垮了，她们就会
更加恐慌。”这是汪晖对自己的要求。

“我时常偷偷落泪，护士们太
让人心疼了。”

同济医院3个院区分布在汉口、武昌、
汉阳，作为护理部主任，汪晖要负责三院区
发热门诊和病房护理工作的协调安排，为全
院护士培训。“面对这次疫情，我没想过退
缩，也没什么惧怕的。”但是说起她的护理团
队，汪晖忍不住落泪了。

由于感染病人大多伴随发热、呼吸困
难、乏力，护士们要24小时近距离给患者吸
氧，喂水喂饭，伺候大小便，为了防止病人缺
氧，需经常帮助病人变换体位，每一次近距
离的接触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稍不留神就
会中招。

最让汪晖心疼的是为病人送最后一程
的护士们，由于是传染病病人，去世前，
必须喷洒消毒，为了防止体液扩散传染，对
口腔、鼻孔、肛门等自然腔道需用消毒棉球
和纱布填塞，做这些工作对于一线的护士
们来说，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每一
次我们预感可能有病人要离去，我都提前
半天跟当班护士梳理消毒流程，排解压
力，她们太不容易了。”汪晖时常偷偷落
泪，打心底里心疼她手下的这些孩子们。
为此，她专门设定“监督”岗位，安排专人每
天盯在发热门诊，像“监工”一样不断提醒，
通过科学管理，将感染扼杀在每一个护理
环节。

1月25日，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被
指定为新冠肺炎危重病人救治定点医院，汪
晖又带领着600多名护士奔向前线……一
心赴救，不忘初心，随着疫情的发展，汪晖和
她的护理团队们还面临着无数未知的挑战，
但是，这是属于她们的战场，也是属于她们
的荣光。

汪晖（中）在指导护士们操作。 童 萱摄

2月6日下午，武汉市中医医院5名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集体出院。这是武汉市中
医医院首批在西医诊疗规范的基础上，中医
药介入治愈出院的患者。得知这一消息，一
群奋战在医院第一道“关口”的“90后”医务
人员笑得特别开心。

封城时刻

1月23日凌晨2点，为防止疫情继续扩
散，武汉市宣布“封城”。

28岁的龚慧，去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
就职于武汉市中医医院放射科。这是她工

作后的第一年，本打算回随州老家过年。“封
城”一刻，战斗打响，她义无反顾地和同事们
一起留了下来。

眼瞅着就到农历大年三十了，但前来医
院做检查的人有增无减。“黑压压的人群把
整个放射科大厅都围了起来。以前从未在
晚上见过这么多人。”“封城”前，龚慧已连续
值守两个24小时班。

22日，龚慧从下午5点一直忙到凌晨2
点半，连续做了100多个CT之后，才得空
坐下来喘口气。“感觉自己呼吸困难，快要窒
息了，可外面的人都很焦虑，不做完检查不
肯走。”

23日上午，龚慧醒来从同事那里得知
“封城”消息，知道事态严重，立即给家里打
了个电话，告知他们自己过年不回去了。龚
慧的母亲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与她一样要
坚守岗位。听说闺女不回家，她很理解，让
她保护好自己，履行好医生的职责。

返程之路

“汪老师，我联系了黄冈地区送医务人
员回武汉的人，不出意外明天可以赶回来上
班。”1月26日晚6点半，27岁的王晶告诉
同一科室的汪鹏老师，她终于找到了回武汉
的办法。

1月19日，王晶回到麻城和家人团聚，
原准备在大年三十赶回医院接班。武汉“封
城”当天，毗邻武汉100公里的黄冈同时宣
布暂时关闭城市通道。返程的路不通了。

“我回老家后科室就只有3个人上夜
班。做检查的病人很多，大家都很累。”王晶
焦急不已。1月23日当天，她开始寻求各
种办法返回武汉上班。她加了好几个回武
汉的微信群，里面是同样渴望奔赴前线的医
务工作者。

几天的不断寻找，放弃，再寻找，王晶终
于和一位在武汉医院的老乡取得联系，对方
表示自己的警察哥哥可以带她一程。1月
27日，家人骑摩托车将王晶从县城送到城
区与老乡汇合，随后他们坐警车到达高速路
口，再坐上接送医务人员的志愿者的车，终
于踏上返汉旅程。

27日下午4点，王晶回到武汉市中医

医院汉阳院区。没有片刻耽搁，王晶做完
CT检查，排除感染病毒性肺炎的可能性后，
立刻接替同事上班，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
才暂时停下来。

“同事们都太辛苦了，我得和他们一起
战斗。”王晶说，面对疫情，她并不害怕，她相
信，阳光终会照亮这片土地，所有医务工作
者的付出一定会得到回报。

城市坚守

“我的城市生病了，我要尽我所能帮助
它。”

宋子轩，23岁，科里的“老幺”，地道的
武汉人。“我从小就在武汉跑，喜欢逛汉正
街，到江汉路吃烧烤、看电影，现在每天下班
看到街上空荡荡的，挺不是滋味。”

1 月 20 日开始，宋子轩加倍忙碌起
来。让他切实感受到疫情的严重是在农历
大年初二。当天夜里，拍CT的患者依旧挤
满大厅。晚上9点多，一位60多岁的男性
患者因呼吸困难被120救护车送到医院。

“患者躺在平板床上，我看了片子，肺部感染
非常严重。”那一晚，宋子轩只有一个想法：
要多尽一分力尽快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我
从小就喜欢武汉，这次疫情既让我感到担
心，也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
宋子轩说，现在医患之间更加理解、配合了。

23岁的余果是第一年上班，面对突如
其来的疫情，一时感到无措。随着拍片患者
快速增加，异常胸片变得“见怪不怪”，医院
加强了对医务人员的防护，对他们进行了各
种培训，但防护物资还是紧缺。余果说：“科
室的老师都把防护服紧着给我们做CT的
人穿，自己只穿隔离衣。这可是玩命，我只
有加倍努力才行。”说话间，余果不时摸摸自
己的耳后。由于每天戴口罩，最长时间达
15个小时，许多医务人员耳后被勒出了深
深的红痕，有的人还磨破皮出血。

有13年党龄的放射科主任徐良洲是放
射科的“老字辈”。面对这群集体坚守的

“90后”，他很感慨：“正是这群‘90后’，扎扎
实实守好了医院的CT岗位。”

放射科的“90后”
——武汉市中医医院放射科青年医师抗击疫情素描

本报记者 常 理 中国经济网记者 朱国旺 通讯员 陈彦西

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放射科全体“90后”医务人员。 陈彦西摄

1月27日，是武汉市民沈子龙为一
线医务人员送爱心餐的第二天。

“你将饭放在马路中间，我来拿。这
里太危险了，你不要跟我有身体上的接
触！”当天中午，武汉市第四医院门口，一
位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朝着马路对
面的沈子龙大声喊道。

这次不一样的“交接”，让26岁的沈
子龙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流。看着取餐的
医务人员转身离去，他知道自己的决定
没有错。

1月24日，农历除夕，正和家人一
起吃团圆饭的沈子龙，无意间看到朋友
圈里的一张照片：方便面是忙碌了一整
天的医务人员的晚餐。那一刻，从事餐
饮行业的沈子龙热泪盈眶，他觉得自己
需要做点什么。

要让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吃上热
饭热菜。思量再三，他向父母“坦白”：

“公司因为疫情严峻暂停营业，但前期为
春节采购的60万元食材还储存在库房，
不如把它们做成热菜热饭捐赠给一线医
务人员。”“爱心餐”想法一提出，立刻得
到父母和公司高管的大力支持。“大家想
到一起去了！”沈子龙回忆。

每天上午10:30至12:00，下午4:30
至6:00，是沈子龙为医务人员送餐的时
间。起初，送餐人手不够，他的父母、兄
弟、朋友主动加入进来，组织了6台车作为
送餐工具。尽管食材供应有些紧张，但每
一天的“爱心餐”沈子龙和他的团队都会
精心搭配：啤酒鸭、白萝卜烧鸡、胡萝卜烧
羊肉等，再搭配一些青菜和豆制品，基本上是两荤一素。

“要把最好最热乎的食物送给他们。”为了让一线医务人员
吃上热饭热菜，在各大医院奔波送餐的沈子龙有时忙了一天只
能吃上一顿饭。问及会不会担心被感染，他憨厚地笑了：“一开
始很怕，但送着送着就不怕了，或许有了使命感。”

从最初每天的三四百份，到后来每天要送1000多份，沈子龙
的“爱心餐”体量越来越大，送餐范围也逐渐扩大到武汉市协和医
院、武汉市同济医院等15家医院。2月1日，公司60多万元的食
材用尽后，沈子龙的“爱心餐”停了下来。然而在他的带动下，如
今周边的多家餐饮企业已陆续加入到“爱心餐”的配送队伍中。

“希望一线医务人员在救死扶伤的同时能够保护好自己，吃
好饭。”这是沈子龙，也是眼下亿万人民最朴素的心愿。

战疫情，设备要跟上。湖北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设牵动着
全国人民的心。1月27日下午2时，山西运城市闻喜县小伙刘
英杰从朋友圈里召集了7名工友，驱车800公里赴武汉蔡甸区
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

28岁的刘英杰是闻喜县正阳彩钢公司员工，每天通过新闻
了解疫情，在得知火神山医院建设急迫的消息后，联系堂弟刘亮
和公司辛炜、马晓强、杜志刚等7名集装箱装配工，约好27日下
午出发去武汉。

1月28日凌晨1时，经过近10个小时的车程，刘英杰一行到达
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领完装备已经是凌晨2点，当时现场灯火通
明，装卸空调、钢板等物资的车辆络绎不绝，几百名工人戴着口罩
井然有序地忙碌着，有的在浇筑混凝土，有的在铺设地膜……”刘
英杰说他听着宿舍外传来的机械轰鸣声，激动得无法入睡。

早上6时许，仅睡了4个小时的刘英杰和工友们来到工地，
吃过早饭后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们主要负责集装箱板房的
安装工作。刘英杰说，他父亲刘建国也是搞建筑的，2008年汶
川地震时，父亲和几个弟兄冒着危险，自掏腰包，带着工具材料
义务为灾民搭建临时住房，一干就是几十天，当时他和堂弟刘亮
还在上中学。“本来这次还是我爸带队，但是他正在另外一个工
地施工走不开，我就和堂弟来了。”刘英杰说他后来通过朋友圈
又召集了2个班组10个人从西安赶来。

“一层框架已经安装完，板子还在陆续装，二层估计得等到
明天才能建好。”中午12时，吃过盒饭，没有人休息，大家继续忙
碌，整个工地24小时不间断紧急施工，工人们也没有具体的上
班和下班时间，有事大家就做，没有一句怨言。

和刘英杰一样，很多工人都是从全国各地自发来到武汉，大
家一起为建设医院加油出力，“虽然都戴着口罩互不相识，方言
也听不太懂，但是大家通过眼神在相互鼓劲”。

刘英杰的母亲马瑞仙说：“我为儿子的行为感到自豪，相信
在大家齐心协力下，武汉人民会早日战胜疫情。”

山西运城8小伙——

驱车800公里，

援建“火神山”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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