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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去时千山雪，归来万里春。
4月14日，结束了14天的隔离，北京市

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们在鲜花和掌声中，
再一次眼眶湿润……回来了，久违的北
京！回来了，想念的家人！

可是在武汉抗疫经历的一幕幕，一生
都会清晰深刻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

难忘军礼

“明年这时候我们来看您啊！”听完这
句话，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
一名军人、已经91岁的孙爷爷，坐在轮椅上
向在场医护人员敬了一个标准军礼。望着
老人庄重的敬礼，来自北京朝阳医院支援
湖北医疗队的秦立宁等9名护士都哭了，

“我最发愁的就是现在分开了以后怎么才
能见到你们？”孙爷爷流着眼泪说。

每当秦立宁说起这一幕，都会哽咽落
泪。3月21日，在武汉协和医院西区10层
住院近两个月的孙爷爷痊愈出院了，可他
和朝夕相处的医护人员早已建立亲人般的
感情。他不记得多少次护士们见他情绪低
落，不怎么吃饭，而专程为他带来可口的热
干面。在武汉生活了70年，老人就爱吃这
一口；孙爷爷患有皮肤病，秦立宁帮他细心
涂药；看老人神情抑郁，护士们就陪他聊
天。沟通传递温暖，陪伴才是灵药。没多
久孙爷爷听声音就能辨出被防护服包裹着
的医生护士的名字。精心的治疗，亲情的
滋润，帮助孙爷爷战胜了新冠肺炎。

这只是北京市医疗队在湖北奋战65天
中的一个普通故事。1月27日，来自北京
12家市属三甲医院的精兵强将及相关单位
151名队员来到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承担
三个病区150张床重症患者救治任务，累计
收治患者345人，重症、危重症占88%。治
愈出院患者220人。其中像孙爷爷这样91
岁高龄的患者就有两位。

65天的顽强奋战、守望相助，医疗队的
全体队员，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
感人至深的生命赞歌。

用“心”救治

100多名医疗队员，300多位患者，每
一位医患，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到达病区后，北京医疗队迅速打开局
面。1月29日，第一个病区开放，并迎来首
批19名确诊新冠肺炎患者。1月30日，第二
个病区开放。2月3日，第三个病区开放，收
治患者突破百人。一周内，北京医疗队“兵
分三路”，成为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接管病
区最多的医疗队之一。队员们知道，同时间
赛跑，就是从病魔手中抢救患者，多节约一
分钟，就可能多拯救一个生命。

裴迎华，北京天坛医院呼吸内科医
生。在武汉期间，他几乎都在上夜班，成了
不折不扣的“夜班王”。由于重症及危重症
患者通常会在夜间出现病情变化，裴迎华
一直坚持夜间查房，关注重点患者，并根据
实际情况提出了“禁止重症患者下地”等合
理化建议。他“痴迷”于调节呼吸机参数，
每一个细微变化都会引起他高度重视。

北京朝阳医院医疗队队长唐子人，每
天身披“重甲”，坚持逐一查房，与每一位病
人详细交谈，制定诊疗方案。

针对一位插管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唐子
人凭借多年工作经验，果断采用更适合患者
的锁骨穿刺方案进行治疗。在药品、器材迅
速到位后，唐医生行云流水般一针锁骨下静
脉穿刺成功，有效避免了患者并发症的发
生，随后他带领队员们帮患者俯卧位通气。
整个操作风险很高，临时5人组虽是第一次
配合，但队员们在唐子人队长的带领下非常
默契。松开床单、左移、立身、缓慢俯卧位、
监测生命体征、管路固定、气管插管处吸
痰……一切有条不紊。最后，这一系列精心
的救治为稳定患者病情带来极大帮助。

由于病区内老年患者居多，大多听力
不好，医生穿着防护服以及戴着双层口罩
和患者沟通要费很大的力气，每一次查房，
没有3个小时根本结束不了。“我们要站在
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想患者之所想，急
患者之所急，用‘心’治疗。”唐子人说。

团结奋战

什么是北京经验？北京医疗队医疗组
组长、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
师刘壮告诉记者，北京医疗队始终坚持科
学防治的原则，围绕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的诊疗方案，不断总结成功经验，注重疑难
病例和死亡病例讨论，合理应用新药，坚持
中西医并重，开展俯卧位通气，床旁重症超
声，肺功能康复训练等技术，使更多的重症
及危重症患者转危为安。

为了提高救治率，降低病亡率，北京医
疗队推进高流量吸氧、无创呼吸机、有创呼
吸机等治疗手段。2月13日，医疗队首次为
两名严重低氧血症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有创
机械通气。并重新调整排班，危重症专业队
员主动承担起护理插管病人的任务。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医疗护理处副处
长、北京医疗队队长刘立飞告诉记者，北京
医疗队还充分发挥“北京专家资源”，建立
起武汉—北京5G远程会诊沟通机制，最大
限度利用专家资源救治患者。充分利用信
息化手段，建立住院患者健康教育微信群，
为患者提供线上咨询服务，方便患者查阅
健康教育及康复锻炼等信息。

北京医疗队一共负责武汉协和医院西
院区3个病区，且重症患者居多，救治压力
极大。在初期，许多队员存在睡眠方面问
题，一些队员入睡困难或睡得不踏实，还有
一些队员存在焦虑情况。

“人毕竟不是机器，每天面对生死，心
理状态很重要！”发现问题后，刘立飞向北
京紧急申请心理医生援助，北京安定医院
姜长青、沙莎两位心理专家第一时间赶到
武汉，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辅导，解决他们
的焦虑、失眠等问题。

在这场与病魔的生死较量中，每一位白
衣战士都在拼尽全力救治患者。他们最开心
看到的，是患者康复出院时那一张张笑脸。
患者们获得了新生，医生们也看到了曙光。

京鄂相亲、团结奋战，65天里，北京医疗
队与武汉协和医院100多位医务人员结下
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北京医疗队以“首善标
准”严格要求，发扬北京精神和医务人员职
业精神，形成了战“疫”文化，建立了医疗质
量管理北京模式，提出了院感防控北京方
案，总结出了轻症、重症患者救治北京经验。

鞠躬送行

2月13日，北京医疗队负责的武汉协
和医院西院区三大病区首批4名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康复出院。进入3月下旬，随着湖
北新增病例持续为零，出院患者人数不断
增加，许多病区开始逐渐合并……

3月31日回京！消息传来，每一名队

员都无比激动，60多天的鏖战终于迎来了
阶段性胜利，他们离家更近了。

拍照、留念，流泪拥抱。65天的生死战
斗，分别时有太多的不舍。朝阳医院医疗队
队员走出驻地愣住了，治愈出院的刘女士，
已经解除医学观察，听说今天医疗队回京，
早早来到他们住的酒店给北京来的医生护
士们送行。刘女士与治疗过她的医生、护士
们一一拥抱告别，泣不成声地说：“我一定
会让孩子记住这份恩情！”

41岁高龄产妇刘女士，在苦苦等待13
年后才终于生下自己的宝宝。然而，她产
后却因十二指肠球部穿孔要做手术，在这
个过程中感染了新冠肺炎。刚进医院时，
她身上插满了尿管、胃管、引流管等5根管
子。此时这位妈妈最大的担心是“不知道
能不能再见到我儿子”。她生下儿子3天就
被迫分开，非常想孩子，整个人萎靡不振，
唐子人医生劝慰她：“你好好配合治疗，我
一定让你早早看到你的儿子！”医护们经常
陪着她在手机里看儿子视频。终于她出院
了，不止一次地感慨：“北京来的医护把最
危险的都承担了，我以后肯定会带着孩子
去北京感谢他们。”

看着北京医疗队的大巴驶离，刘女士
站在路边，跟在车后深深地鞠躬，许久都没
有直起身来。看着这一幕，车里医疗队的
医生护士们都流下了热泪……

唐子人告诉记者：“这次在武汉看到了
最好的医患关系，因为你的真诚让别人感
受到了。”

记者问一位就要回家的医生，经过了
这次武汉抗疫之旅，对医者有什么新的认
识？“更坚定了要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永
远能传达温暖的那种。”他回答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北京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以昂扬的斗志、精湛的专业水平，持
续投入疫情防控斗争，一战到底、全胜而归，
向英雄的武汉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谱写感人至深的生命赞歌谱写感人至深的生命赞歌
——记北京市支援湖北医疗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常 理

“目前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还有6例重
症患者，我们还要啃‘硬骨头’，特别是3个
上ECMO的患者。我要等着他们出院。”刘
俊说。

3月21日，当支援湖北荆州的广东医
疗队大部队撤离回家之时，广州队队长刘俊
在请战书上按下手印，选择和其他11名队
员一起继续坚守荆州。

刘俊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2月10日晚，刘
俊正在值班抢救病人时，突然收到出发前往

支援湖北荆州的通知。“终于可以成行了！”
他暗自有些激动，作为湖北人，他盼着能出
征支援前线。

2月11日晚，刘俊连夜赶往荆州，和广
东省支援湖北荆州第二批医疗队250名队
员一起，开始了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新
冠肺炎患者救治支援工作。

到了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刘俊主动要
求进入重症病房和ICU工作。作为荆州前
线缺乏的呼吸与危重症专业医生，刘俊明
白，一线需要他，病人需要他。所以，遇到急
危重症病人，他总是挺身而出，抢先为有需
要的危重症患者进行支气管纤维镜检查等
高危操作。

平均每天进入隔离病房2次，前线白班

10个小时，夜班14小时……这是刘俊的日
程表，有时候实在太累太困了，他就和衣睡
在隔离病房外的办公室。但是，就算再忙再
累，刘俊都坚持每天8点半准时带着一线医
生查房。

来到荆州后，刘俊随时给荆州的医生讲
解影像学检验结果和分析病情。在这个团
队里，他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和当地医生
共同总结诊疗方案，希望获得抗击疫情更好
的治疗方法。

查房时，新冠肺炎合并肠梗阻的老爷
子终于解出大便了，高龄危重症患者感觉

“脑壳没有昨天那么疼了”……这些都是重
症“攻坚战”的成果，提示着后续治疗方
案需要调整。刘俊把患者每件“小事”都

看得很重要。
在重症病区，刘俊对每一位重症患者承

诺：“每天我都会来看你们，直到你们都康复
出院。”几句家常唠嗑，一次悄悄的握手……
经过病床前的互动，他用自己温暖的行动为
窘境中的患者带去必胜的信心。

一位新冠肺炎患者从入院就没有过笑容，
后来见到刘俊时他笑了。刘俊总是亲切地站
在病人床边，测血氧、摸脉搏、看喉咙、扎血气、
打点滴，同是湖北人的他，还会用乡音给老乡
打气。在同一个病房的一对中年夫妻得知他
们胸部CT基本吸收好转后，夫妻俩相视一笑，
举起牵在一起的手向刘俊表示感谢。

在刘俊和队友的努力下，荆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新冠肺炎患者总数由207人降至8人。

3月20日，广东支援荆州医疗队大部
队撤离荆州，留下12名队员继续救治仍在
住院的重症、危重症患者。

刘俊是留守的12人之一，“我要等着他
们出院。”刘俊说，坚守荆州，直到重症病人
全部出院，这场战役不胜不还。

3月27日，重症病房最后一名患者治愈
出院，刘俊终于可以放心“回家”了。次日，
留守荆州的12名广东医疗队队员踏上归
途，回粤休整。

坚守湖北荆州的广州医师刘俊——

“我要等着他们出院”
本报记者 庞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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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3年参加抗击非
典的第一批队员，我有疫情防控
经验。”“我是共产党员，我无条件
服从安排，听指挥。”“我是‘90
后’，该我们来保护你们，我要去
防控一线工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一封封来自中国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
请战书，如雪片般飞向各级党组
织。几乎同时，各区域公司所属
医疗机构全体医务人员取消休
假，快速回归岗位，投入到抗疫
一线。

1月24日，农历除夕，湖北宜
昌封城前夜。葛洲坝中心医院护
士，“90后”姑娘王馨接到命令时
远在342公里的恩施，火车停运，
大巴停运，她发动朋友四处联系，
花1800元租了一辆汽车。农历
大年三十晚上，踏上逆行路，终于
在交通管制之前赶回工作一线。

薛莹，呼吸科护士，接到命令
时距宜昌25.5公里，路已封，抱
着大不了跑个马拉松也要按时返
岗的信念，没想到交警打开绿色
通道，一路放行。她激动得热泪
盈眶，在国家危机时刻，为自己的
职业感到骄傲！

疫情来得太突然、太迅猛。当
十堰市成为全国第一个战时管制
城市时，一夜间全城的社区、楼宇
全部提升到疫情最高防控级别。
东风阳光城，是国药东风总医院
400余名医护人员集中居住社
区。在管制令下达后，一幅画面令
人泪目：清晨，无数医护人员拖着
行李箱去上班，他们都做好了下班
后自我隔离，不再回家的准备。

从收治入院一名刚从武汉回
来的新冠肺炎患者后，感染科医
生王婉就没再回过家。儿子 5
岁，女儿才1岁，还在哺乳期。她告诉家人：这是一场持久战，估
计短时间内不能回家了，奶直接断掉吧！

科学、合理的收治流程和救治秩序是疫情防治的关键。面
对不断增加的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医疗机构原有传染病
设施及流程无法承受。怎么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哪
怕是压缩病房，转移病区，不怕经营损失。

国药医疗在湖北6家医疗机构按照属地指挥部要求，快速
完成资源整合。国药东风总医院利用现有病区统筹腾挪、改造
为标准隔离病区，再造128张治疗床位，分区域进行轻症患者收
治和危重症患者救治，极大提升了救治能力。

作为十堰市首批定点集中收治医院、十堰市首家危重症定
点救治医院，国药东风总医院成为十堰市疫情防控体系的中坚
力量，除了承担急危重确诊患者救治，发热患者筛查外，还承担
着周边县区的核酸检测工作，先后完成外送核酸检测700多人
次，确诊患者收治总量占据十堰市确诊患者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战斗是一场遭遇战、阻击战，
对年轻的国药医疗而言，更是一场练兵战、检阅战。作为国药集
团最年轻的产业板块，国药医疗覆盖的6个省区市60余家医疗
机构，其中22家二级以上综合医疗机构，与时间赛跑，跟死神争
夺生命，13000余名员工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当中，以“逆行
者”的身影，践行着央企冲锋在前的使命与担当。

北京市支援湖北医疗队从武汉回到北京。 和冠欣摄

武汉市武昌区两位退休老院长——

返回福利院当护工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周 钢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老年人为易感人群。普通老年人康复
后回归家园，全家皆大欢喜。但是失能失智老人的康复安置成
了一大难题。对他们来说，一要防风险，避免再次感染；二是护
工严重短缺；三是目前福利院普遍一床难求。武昌区是武汉市
老龄化最严重的区之一，疫情发生后，有不少老人被感染新冠肺
炎。紧要关头，武昌区民政局首先想到了黄莉、刘寿琴两位原区
福利院退休老院长。

接到通知，黄莉、刘寿琴二话没说，带着简单的随身生活用
品赶赴康复驿站报到。有着35年护理经验的两位老院长，首先
培训新招来的17名新护工，面对新护工非专业、零经验，她俩为
大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具体工作办法。并手把手地教授
新护工怎样为患有压疮的老人换药、清洗伤口，为瘫痪老人理发
更衣、翻身洗漱、端屎端尿、喂饭喂药等基本功。

3月7日，首批出院的51名康复老人集中安置在省财苑康
复驿站。他们中最年轻的70多岁，最年长的90多岁，大多都是
失能、失智或半失能老人，全部需要24小时不间断照顾。两位
老院长从3月7日至今没有离开过康复驿站。

3月14日，57岁的罗桃红（化名）新冠肺炎康复后来到凯莱熙
康复驿站，身患严重腰椎间盘突出的她睡在康复驿站的席梦思上
很难受，刘寿琴来到她身边一眼就看出了罗桃红的心思。“您等
着，我想办法为您换个木板床。”刘寿琴问遍了酒店都没有。

想干事的人总会有办法。刘寿琴从酒店借了辆推车，一个
人从曾经工作的区福利院拉来一个木板床。当罗桃红睡上木板
床后开心极了，“您怎么就知道我需要木板床呢？真神了！”罗桃
红笑着说。“这个都是我长期福利院工作摸索出来的经验，没有
什么神不神的。”刘寿琴微笑着说。

3月17日，康复驿站进来一名89岁半失能老人孙爹爹。老
人在房间里坐立不安，黄莉看到后马上说，“走，爹爹，咱们‘父
女’俩出去走走。”黄莉拉着孙爹爹来到康复驿站活动室，“父女”
俩有说有笑地聊着家常。“爹爹，好几天没有见到婆婆了吧？”黄
莉问道。“是的，我都急死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们老两
口只有一部手机，没法联系。”孙爹爹说。“没关系，我有手机，咱
们现在就联系她。”黄莉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孙爹爹熟悉
的声音。看着两位老人开心地聊天，一旁的黄莉心里踏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