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武汉市方舱医院陆续闭舱，治愈
出院的康复人员统一转入定点康复驿站隔
离观察。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119党员
突击队”近百名消防员进驻康复驿站执勤
服务。这群大多是“90后”“00后”的年轻
消防员，承担起了康复人员接转入住、一日
三餐配送、生活物资采购、环境卫生清理等
一系列保障服务任务，成为忙碌在康复驿
站的全能服务员。

开心：我们接您回家

“今天上午又有52名康复人员需要转
送到普安山康复驿站，时间紧、任务重，大
家互相搭把手，动作麻利点。”正在给队员
鼓劲的是江夏区消防救援大队“119党员
突击队”的姜恒。

“刚开始，我们是把确诊、疑似人员转
送到医院或者隔离点，现在是把康复人员
从医院接到康复驿站，心情是不一样的。
看着他们康复，虽然我们连续作战，但高兴
之余有使不完的劲儿。”1992年出生的姜
恒带领12名队员已完成人员转运勤务36
次，转运人员746人次。

“我们不但要把康复人员安全送到，
更要让他们有回家的感觉。”一次转运结
束后，消防员徐宁波发现一位年过七旬老
人站在门外久久不愿入内，细心的小徐立
即上前询问情况，原来老人患有恐高症，
不能住在高楼层。小徐立即联系现场工作
人员协调，把老人安排在了一楼住宿。

“只有他们安心地住进去，我们才能放心
离开。”

“楼上有个腿脚不便，能不能帮帮忙？”
消防员王磊、宋康二话不说，立即上楼，一
路背着老人上车，到了康复驿站，又特意嘱
咐医护人员照顾好老人。“看着康复人员露
出满意的微笑，我们的一切辛苦付出，都是
值得的。”姜恒说。

“我们回家啦！”3月14日，湖北大
学康复驿站第一批170名康复隔离人员
结束了14天集中隔离观察后健康回家。

“看到这么多康复人员开心地回家，我们
和他们一起分享战胜病魔的喜悦，这让
我终生难忘。”现场参与执勤服务的北京
森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援汉消防员王刚动
情地说。

贴心：有困难找消防

“我把自己的手机号贴在每层楼的
饮水机旁，大家有困难就会和我联系。”
1991年出生的程炼，是武汉市汉阳区消
防救援大队“119党员突击队”一名队
员，也是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康复驿
站里最忙碌的人。“每天至少要接到40
多个求助信息，一班下来手机电量几乎
消耗殆尽。”

“你帮我买的香蕉和橘子已经收到，
非常感谢你工作的细微与关爱！”64岁的
李阿姨患有低血糖并伴有身体缺钾症状，
医生建议她多吃香蕉等水果补充糖分和
钾。这可难坏了不会网上购物的李阿姨，
她尝试着向小程求助，很快8斤香蕉、6斤
橘子就送到了她手上。

罗振华是江苏宿迁市消防救援支队
二级指挥员，因春节回武汉探亲而滞留
下来，他第一时间加入由300多名消防
员组成的应急管理部援汉突击大队，在
华夏理工学院康复驿站担任勤务保障服
务工作。

71岁的李婆婆行动不便，因床上垫
子太薄，腰疼得受不了，自己手机充电器
也不小心遗失在医院了，老人着急得哭了
起来。罗振华立即拿来自己手机充电器、
找来两床垫子给老人铺上。他还将自己
的手机号码存在老人的手机里，备注“消
防员”，“这样，李婆婆有困难就可以给我
打电话，我来帮她解决”。

罗振华在驿站建立了“消防管家”微
信群，为康复人员架起一座暖心的沟通桥
梁。“这样我们就能随时掌握他们的需求，
服务就会更及时、精准、顺畅、周到。”

“康复驿站里的很多人会遇到这样或
者那样的小困难、小问题需要帮助、解决，
我们把他们当家人，最大限度地帮助他
们。”汉阳区消防救援大队闻杰是长江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康复驿站负责人。

第一天送餐时，细心的闻杰发现严
婆婆、黄婆婆因患有糖尿病，不能喝含
糖的酸奶，他立即把自己和队员手里的
纯牛奶送到婆婆们手中。随后，统计出
整个驿站共有8人需要纯牛奶，闻杰立
即联系配餐公司协调解决。“他们很快就
给我们更换了纯牛奶，在这里感觉像家
一样温暖。”提起这件事，黄婆婆激动
地说。

“我们消防站共有15个人在这里执
勤，队员中‘90后’有11人，‘00后’2人，
平均年龄不到24岁，很多人在父母、家人
眼中还是个孩子，但工作起来，认真、热
情，没有半点儿娇气。”闻杰说。

“有困难，找消防。”已经成为驿站里
最实在、管用的一句话语。

暖心：我们都是一家人

在康复驿站，一些康复人员常有情绪
不佳、心情低落的情况。执勤消防员们用
贴心和暖心的服务来疏导他们，把驿站变
成温暖大家庭。

“沁沁，别哭，马上就可以见到你爸爸
啦！”武昌区消防救援大队张伟，抱着2岁的
小女孩沁沁一边安慰一边上楼。

3月6日晚，武昌火车站汉庭酒店康复
驿站迎来一位小朋友沁沁，她爸爸、妈妈先
后确诊新冠肺炎进入方舱医院治疗，她和
外婆因密切接触进入隔离点观察。没想到
沁沁的外婆后来也被确诊，2岁大的沁沁无
人照顾，指挥部决定将孩子送到已经康复
的父亲身边。

康复驿站每天吃的是统一盒饭，张伟
主动协调送餐公司，给小沁沁专门定制了
蒸鸡蛋、面条等儿童餐。“刚刚来到陌生环
境，沁沁经常哭闹，我们就凑钱买了小狗玩
具、彩色铅笔、一大箱子零食和水果送给
她。”张伟说，“小孩子很可爱，希望让她在
这度过一段快乐时光。”

74岁的彭婆婆患有严重的阿尔茨海默
病，生活不能自理，她的日常照料工作就落
在了武昌区粮道街如家酒店康复驿站唯一
的女性、武昌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文员
李婷婷身上。

“彭婆婆就像一个老小孩儿，给她喂
饭、换衣服都要哄着。”李婷婷每天细心地
给彭婆婆清理大小便、更换床上用品和贴
身衣物、送水喂饭。“我就把她当成自己的
亲人，这样一切就变得自然了。”

“刚来康复驿站时还是有些害怕，一天
会量多遍体温。”李婷婷的家就在康复驿站
附近，她的妈妈每天都要隔着封闭小区的
木板缝看一看女儿，亲自确认一切安好，才
肯放心。

细心：守护好驿站平安

“您一定不能在屋内吸烟，别影响您的
健康，也避免可能引发火灾。”武昌区消防
救援大队的孙德辉在收送外卖时，发现王
先生购买了一盒香烟，他通过电话、上门反
复劝说，直到王先生决定戒烟。

“大家要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要串
门，安全用电，防止引发火灾。”同在长江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康复驿站执勤的朱良琛时
刻不忘自己是一名消防员，1997年出生的
他，大学毕业后来到武汉消防工作。“我们
把年轻人组织起来，教他们灭火器材的使
用方法和如何组织疏散逃生，如果遇到特
殊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处置。”

在康复驿站执勤的每一名消防员都像
朱良琛一样，定时开展消防安全巡查，不放
过每一件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每一个
消防通道出口是否畅通、每一名康复人员
是否违规用电、吸烟用火等。

“驿站的公共空间每日早晚各开展1
次消毒。”执勤期间，朱良琛和队友们严格
执行防疫要求。“我们按照‘进站前全面消
毒、住站时每日消毒、出站后终末消毒’原
则，对驿站进行科学环保精准的消毒，确保
康复驿站消防、防疫双安全。”朱良琛说。

康复驿站是康复人员战胜病魔后，开
启健康新生活的第一站，每一名参与执勤
服务的消防员都备感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

康复驿站里充满着家的温馨、爱的暖
意和重生的力量，这群“90后”“00后”年轻
消防员们，在康复驿站里，补上了自己没做
过家务的活儿，尽到了一名消防员应尽的
职责和使命，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人该有
的奉献和担当。相信每一名曾经在这里战
斗过的消防员，都会因自己曾是康复驿站
里的一名“服务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康复驿站的“全能服务员”
——记“119党员突击队”90后、00后消防员群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通讯员 鲁璟琳

核酸检测是诊断新冠肺炎的重要依
据，采集咽拭子标本，是核酸检测的关键
一步，对采样员而言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病毒随病人张口呼出，采样员面临极高风
险。截至3月10日，武汉市第七医院发
热门诊采集咽拭子标本7000份。“抗疫”
近50天，7000份标本的背后，凝结着采
样员们的拼搏与汗水。

3月8日下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
染科护士长助理肖艳玲正在武汉市第七医
院发热门诊采样室督导工作。1月22日是
武汉市第七医院成为发热病人定点医院并
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管的第一天，从这
一天开始，肖艳玲就在这里支援发热门诊
护理管理工作，带领7名核酸采样员组成
门诊核酸采样主力军。

开诊初期，武汉第七医院日门诊量超
过1300人次。肖艳玲说：“我们要花大量
精力维持就诊秩序，安抚病人情绪。由于
人手严重不足，我们常常加班加点，加之
穿着防护服又出汗又憋气，心理承受着巨
大压力。但为了救助更多病人，大家都坚
持着。最多的一天，我们采集了800多份
咽拭子标本。”

核酸采集时会产生气溶胶，属于高危
工作环境，保障人员安全极为重要。肖艳
玲告诉记者，中南医院医疗队进驻之初，
为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建立了单独的核
酸咽拭子采集室，逐渐理顺标本采集流
程，减少门诊患者聚集。

“我们要求全力做好采样员防护，
对采集室地面和物品也要进行擦拭消
毒。”肖艳玲介绍，目前，采样组成员零
感染，采集室经数次环境监测也都是
阴性。

“咽拭子采样需要深入咽部，难免会

引发患者恶心和咳嗽反射。有些人配合得
好，几秒就能完成，有些人会出现恶心呕
吐，要做三四次才能完成。”采样员李相
林告诉记者，他们还要教患者正确的配合
方法，耐心鼓励病人完成检测。

29岁的李相林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消化内科护士。他坦言，到采样室支援也
曾担心风险，但看到前辈们都义无反顾，
他也就鼓起了勇气。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给一位4岁小女
孩采样。她父母带她进来时，眼神里充满
恐惧，泪珠在眼睛里打转。我弯下腰安慰
小女孩，教她戴着口罩练习深呼吸，孩子
很配合地练习了两遍，然后才摘下口罩帮
她一气呵成完成采样。”李相林说，“采样
前先与病人交流几句很重要，告知相关事
项并安抚情绪，有助于病人配合完成采
样，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有些上了年纪的病人不会上网，采样
员还会帮助他们上网查询和填报相关信

息。“希望能尽己所能多做一点，让病人
的痛苦少一点。”李相林说。

3月8日下午，戴着护目镜、外科口
罩、N95口罩、防护面屏，穿着隔离衣和
防护服的韩苗苗刚为一位病人做完采样。

“在这种环境和强度下工作，时间一
长，人很难受，不过我们已经适应了。”
韩苗苗是中南医院综合科护士，也是采样
组组长。她说，“采样操作时要近距离地
面对张嘴哈气的病人，虽然风险大，但完
全可以胜任。”

韩苗苗的这份信心来源于不断努力学
习。“采样组的小伙伴每天琢磨最多的就
是如何在操作中减少病人的不适感，如何
以最快的速度、最准的角度保证采样质
量。大家经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韩
苗苗说。

“有的病人摘下口罩后咳得很厉害，
这时候我心里也是害怕的，但还是要坚持
做好，咽拭子采集对病人确诊至关重要，
不能因为我的失误导致结果不准。”韩苗
苗说，每一次采样，她都会尽量轻一点、
快一点，瞄准角度，采深一点、多采
一点。

“下班脱掉防护服的那一刻是最轻松
的。我们是站在阻击疫情最前沿阵地的
人，也是为患者把好检测第一道关口的
人。”李相林说，“我们不是少数人在战
斗，而是和这么多家庭、这么多人在共同
努力，我相信我们终将战胜病魔。”

把好检测第一道关口
本报记者 周 琳

“临时”的辅导老师
本报记者 梁剑箫

走进江西南昌县广福镇北头村村委会，可以看到几名学生对着
电脑收看网络课程，旁边还有一位年轻女老师不时为学生答疑解
惑。村委会什么时候变学校了？

原来，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保障贫困家庭学生也能够顺利
开展网上学习，北头村扶贫工作队利用村委会现有场所、网络条件，
在村委会搭建起“临时教室”，为家里网络信号差、未开通有线电视、
家长复工复产后无人监督辅导的孩子提供在线学习场所。孩子们的
辅导老师，名叫李文花。

李文花是赣州师范专科学校大三学生，2019年下半年在北头小
学担任实习老师，受疫情影响尚未返校。在得知村委会开设“临时教
室”后，她第一时间联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主动请缨担任“临时教
室”的辅导老师。

每天一大早，李文花准时赶到村委会的“临时教室”，打开电脑，
点开“赣教云”学习平台，等待孩子们到来。在“临时教室”，李文花监
督孩子认真听网课，孩子在学习中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及时向她请
教。在带领孩子们上网课之余，李文花还辅导孩子们完成作业。

“我觉得在这里学习，比在家的氛围要好，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
时向老师请教，也可以和其他哥哥姐姐讨论。李老师对我们非常好，
她总是耐心回答我们的问题。”一名学生说。

“在我家困难时，政府帮助了我，每年给我提供5000元扶贫补贴
用于读大学。因为疫情影响，村里贫困户的孩子学习不方便，其中有
一些还是我在实习期间教过的学生。我要用学到的知识，为村里的
扶贫工作和孩子们献上一份绵薄之力。”李文花说。

目前，李文花正在认真准备教师资格证和教师招聘的考试，努力
成为一名教师。

图为康复驿站的全能服务员询问隔离观察人员有什么需求。 （资料照片）

医治病症也需“医心”
本报记者 袁 勇 李己平

2月7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医疗队来到武汉，整建制接管武汉
同济医院一个新冠肺炎患者病区。在这里，50个床位的患者，得到
的不仅是对新冠肺炎症状的医治与护理，还有医疗队全面、细微的心
理治疗。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医疗队队长、副院长吕国悦告诉记者：“与以
往抗灾医疗救援不同，对医护人员和患者来说，这次疫情不可控性很
大。在救治患者的过程中，医生的劳累焦虑，患者的担惊受怕、心情
烦躁，都会产生心理问题。考虑到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这些问题，我们
医疗队来的时候就配备了心理医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心理卫生科医生田润辉说：“对于医生来说，
患者不治，离我们而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很多医生会觉得，他没
有救回患者的生命，会有一种无力感。因此会出现焦虑、抑郁、失望、
紧张等情绪，严重者会导致心理疾病，所以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十分
有必要。”

医疗队在救治过程中发现，80%的患者有焦虑症状。“如果患者
有心理问题，用药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希望通过共情、倾听等
方式为他们疏解负面情绪，针对不同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情绪支持，
安抚他们的内心。我们要求这个工作不仅心理医生要做，所有的医
生护士都要做。”吕国悦说。

为了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医护人员通过语言交流和一些行为
交流，如打声招呼，告知指标好转，做个加油的手势，碰碰患者的肩
膀，握握手等，无形中与患者建立起亲近感和信任感，缓解他们的心
理压力。

“心理治疗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所有
医护人员共同努力。”吕国悦说：“关爱和支持有时比药物的作用还要
大。比如我们进入病房后，会和患者说‘状态不错啊，可以吃点儿东
西’‘脸色变好了’等。轻微的一次鼓励，就可能产生很好的效果。”

“接受党对我的考验”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通讯员 张浩霞

“咳、咳、咳……”一阵阵小孩的咳嗽敲击着医生的耳膜。询问病
史、近期行程，登记身份证、住址，清楚到门牌号，然后采样采血、核酸
检测……2月21日，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发热门诊里，值班医生
周广林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为准确采集标本，他必须离患者近些，再近些。一根长约15厘
米的无菌棉签深入咽喉、左右擦拭，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隐藏着极
大风险。在采集过程中，病人忍不住打喷嚏、咳嗽、呕吐，大量带病毒
飞沫会扑面而来。

在这场争分夺秒的战役中，周广林像众多白衣战士一样，坚守在
一线。他明白，只有精确取样才不会贻误病情，他要确保经手采集的
每份标本都可靠有效。

他一边安慰孩子，一边熟练迅速地采集完鼻、咽标本，起身去给
自己冲洗消毒。

今年38岁的周广林本是二线科室医生，农历除夕还在值夜班，
农历正月初一接到抗击疫情指令，第二天天一亮就匆匆赶回医院学
习疫情防控知识，农历正月初三连夜被派往联防联控检疫队开展哨
点检疫工作。风雨中在路口检疫点奋战了三天三夜，建立起了龙岗
区阻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

1月26日，该院外科主任江维向全科发出号召。请战书上，周广
林抢先按下指印。与此同时，他递上入党申请书：“我接受党对我的
考验，严防死守，尽职尽责，不战胜疫情决不罢休！”

“我们武汉博士班的很多同学正在一线奋战。我们的班长是女
生，为把时间省下来给患者，自己剃成光头……和他们比起来，我所
做的微不足道！”周广林说。

一个多月来，经周广林筛查的病人百余例，他的精准判断和忘我
工作精神深深感染着周围人。每次拿到一个阴性的检测结果，他比
病人都高兴。

随着越来越多的核酸检测阴性，周广林和战友们心里踏实多
了。为了巩固当前的良好势头，筛查人群范围不断扩大。发热门诊
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为了照顾同事，他每天总是多上两个小时
班。嗓子沙哑了，眼睛熬红了，人也消瘦了，但他的斗志丝毫未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