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跟我一起再把流程走一遍，要确
保万无一失。”深夜的火神山医院灯火通明，
护理部副主任宋彩萍刚带着队员们打扫完
病区，又开始预演收治流程，为迎接新一批
患者做最后的准备。

这样的场景，是宋彩萍在战“疫”一线的
常态。从农历除夕夜紧急驰援武汉至今，她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6个小时。在抗击
疫情的战场上，宋彩萍始终保持着冲锋姿
态，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听党指挥、服务人民
的铿锵誓言。

停不下来的“永动机”

农历除夕夜原本是万家团圆的时刻，可
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这个春节注定
不平凡。湖北告急、武汉告急、疫情告急！
全军上下闻令而动，准备驰援武汉。作为陆
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护师，宋彩萍
主动请战带队出征。

她走得太匆忙，甚至没有来得及吃一口
家人已经准备好的年夜饭。出门之前，儿子
给了妈妈一个有力的拥抱。这让宋彩萍想
起6年前出征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当时只
有11岁的儿子，哭着抱住妈妈不让走。而
今天，宋彩萍要再次出征，懂事的儿子反过
来安慰妈妈：“妈妈是军人，就要随时准备战
斗！妈妈加油！”

1月24日，农历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
际，包括宋彩萍在内的陆军军医大学150名
医疗队员，乘坐军机抵达武汉。时间就是生
命，防控就是责任。感染患者急待治疗，防
护物资供给困难。刚到武汉的前几天，宋彩
萍满脑子都是如何第一时间救治病人、如何
确保医护人员安全，交接病房、划分病区、设
置通道、紧急筹措急用药品和防护用品……
一项项工作忙得她脚打后脑勺，常常不知不
觉就是一个通宵。

抵达武汉后的前4天，宋彩萍累计睡眠
时间不足7小时。即使通宵连续奋战，第二

天工作的她依然劲头十足。队员们敬佩地
称她“永动机”。她说：“这是在跟疫魔打仗，
必须争分夺秒。”从金银潭医院到火神山医
院，宋彩萍忙碌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来武
汉一个月，她从没有凌晨2点前睡过觉。

从文职干部到技术大校，30年军旅生
涯，宋彩萍先后6次参加海上、高原卫勤任
务，4次参加国际医疗救助活动，每次冲锋，
她都奋不顾身。

“我记住了你的样子”

“红区”，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所在的高
危污染区。在一般人看来，“红区”是一个病
毒肆虐、人见人怕的地方。可宋彩萍却带着
护理人员让“红区”变得温暖。

一次查房，宋彩萍发现患者甘先生胃口
不好不愿吃饭，耐心询问得知甘先生牙不好，
病房饭菜不好咀嚼。“患者以老年人居多，这
应该是个普遍问题。”她立即协调后勤保障部
门，请他们在饭菜配备时，多一些柔软易消化

的饭食。当天晚上，老年患者们就吃到了香
喷喷的鸡蛋羹。为表达谢意，甘先生还专门
写了一首诗：“火神山上雪花飘，鬼门关前心
绪糟。千年春秋生与死，我信天使夺屠刀。”

一位患者大妈在病房里走路活动身体，
病号服裤子有些宽大，走路时裤腿拖在地
上，很容易绊倒。宋彩萍见了，急忙蹲下为
她挽好裤腿，并扶着她走回病床。整个动作
自然体贴，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

用手势传达问候，在防护服上画笑脸，
给患者带一些零食，帮助患者穿衣吃饭……
在宋彩萍的带领下，医护人员把患者当亲
人，想方设法营造家一样的氛围。看到患者
藏在床下的便盆，护士詹思源悄悄端去清理
干净；得知患者生日，护士刘晓青想办法给
他送去长寿面；在护士黄文无微不至的关心
照顾下，患者张大爷日渐好转……

宋彩萍对患者心中充满了爱，隔着密不
透风的防护服，患者也能从她身上感受到浓
浓的关心。每次进入病房，患者跟她都有说
不完的话；每次进入病房的时间，她都会超

时，最长一次她在病房待了5个小时。
“虽然看不到你的模样，但我记住了你

照顾我的样子。”一位患者写了一首诗送给
宋彩萍：“你就是白衣天使，为我们带来爱和
希望……”

“不让一名队员掉队”

在疫区武汉，地方医护人员不慎被病毒
感染的消息深深刺痛着宋彩萍。作为负责
护理感染控制工作的她，心里暗暗发誓：“既
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也要保证不让
一名医务人员掉队。”

1月26日下午，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独
立负责的金银潭医院两个病区收治首批患
者，14名医疗队员主动请缨进入“红区”，这
些人大多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既是
护理“参谋长”，又是病房“大管家”的宋彩
萍，因工作原因无法分身进入“红区”，这让
她的心悬了起来。

每个人需要穿戴11层防护装备，穿脱
的任何一个细节出现疏漏，都有被感染的风
险。宋彩萍反复讲解穿戴动作要领，反复检
查穿戴是否符合要求，把每一个细节看了又
看，但她仍然放心不下，一直守在病房外。

“细节就是生命，忽视任何一个细节都
可能让我们的战友被病毒感染。”宋彩萍说，
传染病治疗一点也马虎不得。一次，在火神
山医院病房里，一名医护人员在半污染区加
戴外科口罩和外层帽子，宋彩萍当即对其进
行严厉批评，“穿戴防护装备有着严格规范，
如果随意穿戴，可能导致交叉混穿，带来极
大感染风险。”

为了将金银潭医院普通病房改造成传
染病用房，她带头研究病区结构，绘制防护
流程路线图。为了让区域划分和进出路线
更加科学合理，她一趟一趟走，一遍一遍改，
小小一张图纸反复修改了10余遍。

一天深夜，接到儿子电话，宋彩萍才得
知自己立了二等功——13名战“疫”勇士火
线立功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凝聚了满
满的正能量。“人民健康才是最大的军功
章。”宋彩萍说，“看到更多病人平安出院，就
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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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量下体温，36.8℃，正常！
就你们老两口在家，要勤洗手，屋内常
通风，家里环境卫生一定要扫干净，身
体不舒服马上跟我联系。”2月20日
一大早，湖北枣阳市吴店镇玉皇庙村
村医罗吉成每天照例为村里的老人测
量体温。

开展群防群控全民健康大排查是
乡村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了解到村
里有很多留守老人不会用、看不清温
度计，不会上报数据等情况，罗吉成主
动联系这些群众，每天两次上门服务。

走村串户测量体温、精准核查数
据上报疫情、居住环境全面消菌杀毒、
宣讲传染病防控知识……疫情防控一
线，枣阳市一个个默默无闻、普普通通
的乡村医生，穿梭在村庄、隔离点、防
控监控点，成为疫情防控的“消息树”、
守护村民健康的“保护神”。

“农村的疫情防控点多、面广、线
长，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也是疫情防
控的关键环节。新冠肺炎发生以来，枣
阳市动员700多名乡村医生，通过业务
培训、专家指导、现场示范等，走村入
户，宣讲传染病防控知识，精准核查数
据上报疫情，指导隔离点消菌杀毒。”枣
阳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邦斌说。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乡
村医生，疫情来了，我要冲锋向前。”
在琚湾镇闫家岗村，提起村医谢贵波，
干部群众都伸出大拇指。闫家岗村从武汉返乡的有93人，防
控形势比较严峻。村医谢贵波主动请缨，为村民宣传防控知
识，测量体温，到卡点值守，为村民每天工作10个多小时。

徐畈村58岁乡村医生章清义，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小儿
麻痹症后遗症。春节前一直在襄阳住院，在身体还未完全康
复情况下，主动投入防疫一线，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从
不叫苦叫累。章清义说：“我虽然身体不好，但能为村民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我很高兴。”

熊集镇前营村马叶娥夫妻俩都是乡村医生，疫情来后把
两个孩子送到父母家，她俩全身心投入到隔离点的工作中，利
用人脉熟、与群众接触近的优势，积极做好隔离点群众心理的
疏导工作，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

乡村医生是离基层群众最近的生命健康守护者，他们没
有充足的医疗设备，也没有完备的工作环境、丰厚的收入回
报，依然勇挑重担，甘于奉献，奔走在田间地头，用一颗颗医者
仁心为乡亲们构筑起一道抗击疫情的健康防线，成为疫情防
控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人民健康才是最大的军功章
——记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专家宋彩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疫情就是命令！安徽岳西县广大医务工
作者在危险面前逆行，与新冠肺炎病毒“短兵
相接”，成为最美的风景。

“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注疫情，又
确诊了多少、治愈了多少，期待着好消息到
来……我坚信，风刀霜剑只能割裂我们的肉
体，却无法摧毁我们抗‘疫’的斗志与决心。”

这是29岁护士张赛华轮休时写下的一
段日记。

张赛华是岳西县医院一名护师。1月
25日，农历正月初一，张赛华一接到去隔离
病区的指令，立即赶回家收拾行囊。“短期内
不回家了”，张赛华只丢给家人一句话。经
过两天培训，1月27日她正式进入隔离病
房，一待就是18天。2月11日，县医院为确
保“抗疫一线”职工身心健康，将第一梯次医
护人员换防休整。口罩下的汗、泪、血痕和

防护服包裹下的疲惫，是留给张赛华最深的
记忆，“等疫情结束了，大家最想做的事是什
么？”面对同一个问题，张赛华与同事们都有
一个共同愿望：让疫情早一天结束，上班、吃
饭、逛街……平凡地过日子。

“我参加过非典防治工作，有一定的临
床经验，志愿到疫情防控一线工作。”在疫情
面前，岳西县医院消化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
王岳安主动请缨，在请战书上摁下血红的
手印。

得到疫情防控命令后，岳西县医院院长
吴南昉彻夜难眠。农历除夕凌晨，他在机关
党支部群发出一份倡议书，号召全体党员在
关键时刻、在特殊时期，要挺身而出，服从命
令，恪尽职守，肩负起防控疫情的使命。“没
想到，天没亮就有40多人踊跃报名，还有人
写了请战书，希望尽快投入战斗。”吴南昉

说，全体医护人员自觉放弃春节休假，参加
疫情防控和患者医疗救治工作。

再过几天就64岁的医院传染科医生储
飞跃说：“我一直在传染科工作，疫情当前，坚
守第一线为病人服务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关键时刻，更应
该冲在一线，这也是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
候。”县医院急诊科护士刘海燕说。

“我把飞机票退了，坚决服从医院调配,
参加疫情防控工作！”儿科护士余璇年前就
已计划好全家11人去旅游，面对严峻的疫
情，她毅然退掉机票，回到医院。

“我是呼吸科的，有护理呼吸系统疾病
方面的经验。”护士吴洁婷主动请战到抗击
疫情一线工作。感染科护士郑小梅得知科
室急需用人，刚到老家过年的她也立即以最
快的速度返回医院。

2月9日，岳西县首批驰援湖北省新冠
肺炎医疗队的3名医护人员在县医院集结，
在“不辱使命、平安归来”的祝福声中出征湖
北抗“疫”一线。

当日零时，县医院接到紧急通知，需要
派3名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驰援湖北。“疫
情当前，我们责无旁贷，迅速动员，很多医务
人员积极请缨，最终挑选了政治素质高、业
务能力强的吴劲松、方腊琴、周媛3位同志
组成支援湖北医疗队。”吴南昉说。

到了武汉，3名医护人员被安排进武汉
经开区体育馆方舱医院，投入到紧张的战斗
中。“开始，我们练习穿脱防护用品，一遍一
遍地穿脱，不厌其烦。保护好自己，才能保
护患者，才能有效遏制病毒的肆虐！”方腊
琴说。

“有患者进入病区，我们就引导他们找
到自己的床位，询问病情，测量生命体征、氧
饱和度、处理医嘱……紧张有序忙碌起来。
不一会儿，已明显感到防护服湿了，防护面
罩起雾，就连口罩也是湿漉漉的。”方腊琴在
日记里记录下湖北战“疫”前线的艰辛。

“在人人都惧怕新冠肺炎病毒时，为了我
们，你们不远千里逆风而行，你和你的家人是
了不起的！”一位武昌区的患者这样写道。

战“疫”前线你最美
——安徽岳西县医护人员抗“疫”群像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徐进群 刘绍贤

“阿姨，对不起，是我的汗滴到你手上了。”前几天，姚博雅
在给患者肖名英打针时，不小心将汗滴到了她手上。而在这
之前，姚博雅已经连续在隔离区工作了近7个小时，她的全身
早已被汗水浸透。

25岁的姚博雅是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的一名护士，
也是医院第一批上前线的医护人员。那天，姚博雅上夜班。
下午5点多她接班后，开始挨个病房给患者治疗。为了能及
时给病人打上针，姚博雅脚步飞快，争分夺秒抢着干事。“在一
线，真的是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有的病人要量体温、量氧
饱、记录，病情重一点的还要喂饭，清理大小便。”在不知不觉
中，姚博雅已经处理完十几个病人，她身上的汗湿了干、干了
又湿。

0:35，姚博雅来到患者肖名英的病房，她迅速挂好药瓶，
准备给肖名英打针。然而，当姚博雅刚低下头准备找血管时，
突然一滴水滴到了肖名英的手背上。

“当时我感到奇怪，还问护士是不是药漏了？小护士当时
紧张地解释说，‘阿姨，对不起，是我的汗滴到你手上了’。”回
忆当时的场景，肖名英鼻子一酸，眼眶湿润了。

“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丫头啊，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这个时
候她们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拖地、日常
垃圾清理，都是她们亲力亲为。每每看到这些，我心里都充满
感激。”临近出院时，肖名英在给医护的感谢信上这样写道。

肖名英2月3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并住进武汉市中医
医院汉阳院区10楼病房。住院15天后，她从病情危重到逐
渐好转，2月17日康复出院。

10多天来，肖名英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刚
确诊入院时，她心情十分沉重，医护人员安慰她、鼓励她，让她
充满信心；住院期间，护士们时刻为她监测氧饱、体温；吃不下
饭时，护士们叮嘱说：“阿姨多吃点，看您都瘦了。”

“我身处在这个岗位上，我的职责就是把每个病人照顾
好。看到他们康复出院，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说完，姚
博雅又进入病区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

“对不起，我的汗滴

到你手上了”
本报记者 常 理 通讯员 薄云娜

“身体还感觉哪里不舒服？”“就是痰中
有点血丝。”“这个您不要害怕，是因为炎症
导致的。我们已经为您调整了治疗方案，相
信我们一定能战胜疾病。”

在廊坊市第三人民医院会议室，河北中
石油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刘政正在会诊。
他通过视频连线仔细询问患者的身体情况
以及治疗过程，为病房的医护人员给出下一
步救治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刘 政 今 年 52 岁 ，非 典 、H1N1、
H7N9……这些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他都参与其中，经验丰富。此次抗击
新冠肺炎，他又一次挺身而出，担任廊坊市
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自1
月21日专家团队组建，廊坊市三院就成了
他的“主战场”。

20多天来，刘政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凌晨
一两点。“虽然国家有诊疗方案，但那是纲领

性文件，具体到每一名患者，还会面临新的
问题。”刘政说，他们按照“一人一方案”细化
救治措施，还会随时根据病情调整，确保患
者得到最科学的救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廊坊市从当地三甲
医院抽调精兵强将汇集救治一线，又从全市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抽调业务能力强、身体素
质好的骨干力量参与医疗救治工作，组建了
医护人员组成的救治团队，进驻廊坊市三院
对新冠肺炎患者集中救治。

40岁的段晓是廊坊市三院医生，从事
传染病救治工作多年。1月22日，第一例
疑似病例进入廊坊市三院，他就做好了接
诊的准备。

“防护服十分闷热，身上的汗出了一身
又一身，护目镜的雾气退了又起。每次下班
里边的衣服都是湿的。”段晓说，一个班12
个小时，他要穿12个小时防护服，“物资很

紧张，我们能省则省，基本上都是一班只穿
一套，中间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有一次大
查房，我最多坚持了17个小时。”

农历腊月二十九，看到疫情愈发严重的
态势，廊坊市人民医院护士李娜给丈夫发了
条信息：“估计今年我不能在家过年了。”
接到单位通知要选调医护人员到市三院支
援，李娜第一时间报名，“我有12年ICU护
理经验，我有信心胜任这一工作。”

救治一线，活泼开朗的李娜总能把乐观
向上的情绪传递给患者。一次她刚进病房，
患者就问：“李娜你昨天没来？”这让李娜很
惊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看不清脸，也没
有写名字，患者单凭声音就认出了我。”

“这段时间精神压力太大，每天都紧绷
着弦。”2月9日，在宾馆进行隔离观察的晁
怀宇说。56岁的晁怀宇是廊坊市人民医院
重症科的主任医师，也是廊坊市三院一线医

护人员，“虽然换岗了，但脑子里想的还是在
病区救治的场景”。

作为感染病区主任，晁怀宇比其他医
护人员承担得更多，经常有突发情况等待
他去处理。最长的一次，他连续工作了30
个小时。

在一线救治的这些天，让晁怀宇最感
动的是医护人员齐心协力的团结精神，“我
们来自不同的医院，属于混合编制，但我
们不分级别、不分年龄、不分工种，都奔
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那就是让患者
早点痊愈。”

病区如战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每天都有让人感动的事情发生。“有一次
我刚走进病房，有个患者阿姨赶紧把口罩戴
上了。”护士刘文说，她正准备帮患者收拾桌
子，没想到那位阿姨说，“闺女你出去吧，我
自己来，这儿不安全，别把危险带给你”。这
句话让刘文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时隔几天再
次提起，她依然红了眼眶。

2月8日，是霸州中医院护理部副总护
士长刘君月到廊坊市三院上岗的日子，与她
一起走进病区的还有24名医护人员，他们
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拿过接力棒，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坚决
打赢这场硬仗！”刘君月信心满满。

白衣“精兵”冲在前
——记河北廊坊市新冠肺炎救治团队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刘 飞 湖北枣阳市村医在农村防护一线开展工作。 （资料照片）

宋彩萍在给医护人员检查防护装备。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