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周帙恒

“黄冈加油！湖南加油！”2 月 11
日晚 7时许，湖南对口支援湖北省黄
冈市的第三批医疗队集结长沙高铁
南站。200 名医疗队员分别来自湘
潭、娄底、郴州、永州、益阳 5 个市州
二、三级公立医院，部分省直医疗卫
生机构和社会办医疗机构共 43家医
疗卫生单位。

2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
省际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
地市新冠肺炎防治工作视频会议，并
印发《工作方案》，明确湖南省和山东

省对口支援湖北省黄冈市。从接到通
知、发动报名到集结出发，仅用 1 天
时间，湖南对口支援医疗队组建完
毕。队员中，有共产党员 51 人，入党
积极分子 2 人；大多从事呼吸内科、
重症医学科、院感科等专业，高级职
称41人，占20%。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田
魁担任医疗队领队，他的妻子也前
来送行。“得知他要去黄冈，我有点
担心他，但我更支持他。”他的妻子
说：“我也是一名护士，深知为医者
的责任与担当。我在后方做好后勤，
让他安心在前线奋战，能早日得胜

归来。”
湘潭县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

医师曾玲，得知组队消息第一时间报
名。疫情发生以来，她一直坚守在抗
疫一线，还未曾休过假，2 月 10 日仍
在医院值晚班。“能去黄冈支援，用毕
生所学阻击疫情，是我的使命和责
任。”曾玲说。

“支援黄冈，我们出发了。”益阳
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李勇表示，“我们将不辱使命，胜
利归来！也希望在益阳的同志们守好
湖南，守好益阳！”

湘乡市人民医院 120 护师喻东

材，除夕那天就写下请战书，时刻准
备奔赴抗疫前线。接到驰援黄冈的通
知，由于时间紧急，喻东材只是匆匆
拥抱了一下妻子和 4 岁的女儿便踏
上了行程。

今年 27岁的湖南博爱康复医院
护士李炜成，为方便开展工作还专门
剪了个寸头，“能参加这么大型的医
疗行动，我既激动又有点紧张，到黄
冈我一定好好工作，为阻击疫情贡献
我的全部力量。”

当晚 7 时 24 分，这支队伍乘坐
G548次高铁离开长沙。在黄冈，他们
将投入一场艰苦的防疫攻坚战。

“支援黄冈，我们出发了”

湖南日报2月 11日讯（记者 易
禹琳 通讯员 余楚倩）如何实现新冠
肺炎病毒感染简易检测，提高确检速
度？怎样让机器人参与救护，提高防控
效率，降低医护人员感染？记者今天获
悉，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谭蔚泓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等牵头的湖南大学
科研团队正在集中攻关，检测技术有
突破，有望足不出户便可进行病毒定
性检测。

2 月 5 日，湖南大学出台《关于疫
情防控期间开展科研工作的指导意
见》，号召全校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抗
击疫情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疫
情防控现场，并紧急启动新冠肺炎科
研应急专项。由谭蔚泓院士、王耀南院
士、蒋健晖教授、李肯立教授等专家牵
头，成立相关团队，整合优质资源，在
病毒致病机理、快速检测方法、消灭病
毒关键技术、针对性药物研制、防护设

备研制、大数据疫情信息等方面，进行
集中攻关。

目前，谭蔚泓院士团队主持研发
的“家庭简易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检
测技术与试剂盒”，正在长沙市第一医
院、湘潭市中心医院等医院进行临床
检测。该试剂盒基于环介导恒温核酸
扩增技术，有望让大家足不出户便可
进行病毒定性检测。

王耀南院士团队主持研制的双臂

协作辅助诊疗机器人、智能消毒与巡
检机器人、配药检测机器人等系列医
疗救护机器人，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工作。可辅助或代替医护人员进行巡
检、消毒、测温、诊疗等工作，实现机器
人现场网络远程视频监控和数据分析
研判等。

蒋健晖教授团队主要针对医患、
患患接触，利用交叉感染风险关键防
控技术，着力穿戴式智能缓释型气体
消毒等装备研发。

李肯立教授团队主要利用人工智
能关键技术，处理生物医药大数据，实
现抗病毒药物重定位，促进疫情防控
新药和疫苗研发。

湖南大学科研团队集中攻关新冠肺炎病毒检测等技术

目标：提高确检速度 降低医护人员感染

上图：2月 11日，湖南妇女儿童
医院，对口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与
亲友和同事告别。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李品 摄影报道

右图：2月11日，长沙高铁南站，
医疗队队员出发前互相加油鼓劲。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胡
宇芬 段涵敏）湖北黄冈的疫情牵动
着湖南人民的心。截至今天，湖南已
派出 474 名医护人员支援黄冈一线
抗疫。在今晚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来自家
乡媒体湖南日报的关切询问，湖南对
口援助黄冈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高纪
平说，湖南医疗队发扬湖湘儿女“吃

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的精
神，不仅负责了 4 个病区的救治工
作，而且到黄冈下属 7 个县巡回指
导，患者治愈出院已达44例，为黄冈
落实“四个集中”提供了人员和技术
保障，赢得了宝贵时间。

高纪平介绍，湖南医疗队初期进
驻黄冈市的惠民医院和龙王山集中
医疗点等地，半个月前已经转战入驻

黄冈“小汤山”医院——大别山区域
医疗中心，改进了当地工作流程，并
综合采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和心理
疏导等方法，目前负责的病区救治工
作开展顺利。治疗的确诊患者达到
230 多人，其中重症患者 30 多名。下
一步，在做好黄冈市区救治工作的同
时，将进一步增派队员下沉到黄冈市
所属的县里做好救治工作。

疫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派出
医疗队支援湖北。1 月 25 日正月初
一，晚上11时，黄冈市迎来了第一支
医疗援军——来自株洲市、衡阳市医
疗机构的 137 名医护人员组成的湖
南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1 月 28 日，
又是深夜，湖南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137名队员抵达黄冈，队员们来自
怀化市和邵阳市的医疗机构。2 月
1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湖南省
和山东省对口支援黄冈市。湖南在
一 天时间内再次迅速组成了一支
200人的对口支援医疗队，于今晚抵
达黄冈市。

湖南医疗队“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

已治愈黄冈患者4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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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罗毅 严万达 黄柳英
通讯员 刘宝玉 陈琳

2 月 11 日，永州市中心医院又有
5 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作
为全市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该院
已累计有18名患者治愈出院。

为了治好这些患者，连日来该院
的医护人员付出了巨大牺牲。2月11日，
记者走进该院，用心倾听这些奋斗者
的故事。

“医生有信心，患者才
不会害怕”

面对记者，永州市中心医院呼吸
内科副主任医师黄艺群脸上挂着微
笑，柔弱的身躯里充满力量。

“医生有信心，患者才不会害怕。”
黄艺群说。云淡风轻的背后，是一名参
加过抗击非典等大仗的“老将”的自信。

2月1日，医院收治了一位中年重
症患者，对方因过度恐惧，极不配合治
疗。治病先治心，黄艺群和同事把他当
亲人般照顾，动员患者家属做思想工
作，并辅以心理干预。患者情绪逐渐稳

定，治疗得以顺利进行。
休息室成了工作间。每天凌晨2时，

黄艺群往往还在看病历。有一天，老公
默默煲了一碗鸡汤送来，黄艺群倍感
温暖。因不能跟老公近距离接触，她让
老公把鸡汤放在停车场一棵大树下，
等他走得老远，才过去拿。

信心来自同奋斗、共进退的同事
们。疫情刚发生时，医用N95口罩和防
护服每天都是数着用。为了节约口罩、
防护服，黄艺群和同事尽量久穿一点、
少换一点。1月21日以来，护士长宋玲
艳每天6时就起床，从人员安排到物资
设备调度，总是亲力亲为，累得嗓子都
哑了。男护士高文杰左耳被口罩带子
勒得渗出血来，犯了胃病，还坚持在岗。

“这是我儿子，我就喜欢看他笑的
样子！”黄艺群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
片，一个英俊少年手持牙刷，正冲着镜
头笑。这是前几天，她让儿子发过来的。

“你有你的孩子思念，
我有我的瑜伽垫”

心内科护士王俊彦年龄最大，沉
稳内敛；五官科护士申妮平比较顾家，

三句不离孩子；中医科护士陈琳年龄
最小，性格大大咧咧。三个 80 后以前
少有工作交集，这次因疫情并肩作战。

身穿厚重防护服，上厕所不便，全
身像蒸桑拿，每次脱下防护服，里面衣
服湿得能挤出水来。但她们没一个向
记者诉“苦”，聊天中充满快乐气氛。

孩子，永远是女人心头最柔软的
地方。提到 10 多天不见孩子，刚才还
有说有笑的王俊彦、申妮平眼圈泛红，
语带哽咽。

“能不能说点开心的？做人嘛，最重
要的就是开心啦!”还没成家的陈琳模仿
着港剧里的台词，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宝贵的休息时间里，三人各有解
压方式。

陈琳托家里人送来一块瑜伽垫，
有空就练一练。她说：“你有你的孩子
思念，我有我的瑜伽垫。”申妮平则爱
跟孩子视频聊天，刷下抖音。每次看到
抗疫视频，就觉得热血奔涌，力量无
穷。而王俊彦喜欢静静待在一旁，看看
医学书籍。

病房里也会充满欢乐。一位50多
岁的大妈患者每天坚持跳广场舞，这

种乐观精神感染了大家，“苦中作乐”
多了，慢慢就成了“以苦为乐”了。

“多坚持下，一定能打赢
这场战役”

“远一点，再远一点，好，差不多
了。”为了记者安全，采访时，感染科主
治医师王石招呼记者离他远一些。

“疫情不除，归期不定。”永州市中
心医院对隔离病房医护人员实行半个
月轮岗制。连续干了半个月，王石本可
轮岗休息，但他却向院里申请坚守到
最后一刻。

2月10日晚，他跟家人视频过，2岁
的女儿已能口齿清楚地说“爸爸，我想
你”，出生 80 余天的小儿子在屏幕上
看到爸爸手舞足蹈。王石说，每隔几天
跟家人视频一会儿，心里觉得很知足、
很幸福。

与王石同龄，外表阳光帅气的黄
翘平是永州市中心医院第一位走进隔
离病房为疑似病人诊治的医生。面对
病毒，这个90后感觉成长了许多。

“多坚持下，一定能打赢这场战
役。”王石对此信心满满。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岳倩如 何力杰 邵红秀

“小郑：你是湖南建工 3 万员工的榜
样！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武汉期
间，要保重身体，有任何困难请与我们联
系，盼你早日凯旋！”

2 月 11 日，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平与在武汉做志愿者的“建
工最美青年”郑能量进行视频连线，为他
加油鼓劲。

湖南建工集团华东工程局安徽分公
司的郑能量，面对疫情，毅然前往武汉做
志愿者，他的事迹被湖南日报等媒体报
道后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大三改名为“郑能量”，希望
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郑能量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母亲患
病生活不能自理，让他一度无法继续学
业。是政府和社会的关怀给了他力量，特
别是在长沙市雨花区招生办王雁虹老师
的帮助下，他考上了湖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2016 年通过专升本考上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2018年 12月，他来到湖南建工华东
工程局安徽分公司安吉项目部工作。

郑能量女朋友高秋兰也是湖南建工
集团员工。据她介绍，郑能量之前叫“郑
郑”。读大三那年，他觉得社会应该多一
些正能量，便把名字改为“郑能量”，他希
望自己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他是一个勤奋、善良、有爱心的
人。”高秋兰介绍，郑能量在大学期间表
现很优秀，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善于思
考，很喜欢跟老师同学探讨问题，大胆表
达自己的想法。她说，大学时我们有一个
同学意外离世，大家都很心痛，但是也没
再多做什么。只有郑能量辗转联系上同
学的父母亲，特意表达了慰问和心意。在
专修学校任教时，一个学生的父亲生病
了，尽管郑能量当时生活也很困难，但他

还是捐了600元。
郑能量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郑

建华说：“正月初一那天下着雨，他在院
子里冒雨站了蛮久，好像在考虑些什么，
然后抱了我一下就走了。”之后，他看到
儿子在“朋友圈”发了“忠孝自古难全”
这么一句，担心不已。

“家里人希望我做人正、
做事正，有正能量”

2018年底，郑能量初到安吉项目部，
他在微信工作群里做自我介绍：“郑能
量，我的名字很好记，家里人希望我做人
正、做事正，有正能量。”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同事介绍，工作中的脏活
重活，郑能量从无半点怨言带头去干。他
为人正直，眼中容不得沙子，也以自己的
为人与工作标准来要求别人。

此次赴武汉做志愿者的 17 天里，他
每天穿梭在城内，帮助有需要的市民出
行、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义务运送医疗
物资，甚至协助运送死亡的逝者。每天凌
晨四五点入睡，早上 9 点出门，手机保持
24 小时开机，常常吃着饭就接到求助电
话，一接到电话就立马出发。

“你在武汉很不容易，我只有一句话
要叮嘱你，一定好好保重身体，我们以你
为荣，为你骄傲。”2月 10日，受集团党委
委托，华东工程局党委书记谈子林一行，
来到衡阳县台源镇柞木村郑能量女朋友
高秋兰家中，为她及家人送去慰问品及
新春问候，并连线郑能量，了解他在武汉
救援工作情况及身体状况。

“ 逆 行 的 你 是 我 心 里 最 明 媚 的 阳
光，只希望这次疫情能早点结束，你能
早日平安归来。”高秋兰表示，这段时间
里明白了很多，明白了郑能量回报社
会、奉献自己的“报恩”行为，明白了他
不畏苦、不拒难、不怕死、舍小家为大家
的精神，“在祖国危难之际，你挺身而出，
尽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支持你！”

2月10日 星期一 阴转小雨
今天是到武汉的第四天。过去的 3

天时间，是分秒必争的72个小时。
第一个 24 小时。从集合、培训、打

包行李到出发，要说不忐忑不害怕是假
的。报名的时候，我倒是信心满满，因为
我在发热门诊磨练过。

爸爸电话问“住哪里？”“条件怎么
样？”“去多久？”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心
情开始紧张。当送行大巴驶离医院，看
着同事在路边对我们挥手告别、路上的
交警敬礼，火车站一路绿色通道放行，
瞬间又不怕了。

第二个 24 小时。清晨起床开始各
项培训，穿脱隔离衣是重中之重。这是
保护自身安全的第一步。虽然有过实
操，我们还是认真练习，相互监督。要知
道，在这里如果一人隔离，整个队伍都
要遭殃。所以，为人为己为医院，必须认
真仔细。

下午进驻医院。整个队伍分成两
组，各 50 张床，只收重症。这个通知把
我昨天到武汉之后好不容易稍许落下
的小心脏，又提到了嗓子眼。下午3点半，
第一小组进病房，晚上就传来了收治
10 名患者的消息。在穿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装置，行动、呼吸都受限的情况下，

一次性接收10名重症患者，是多么艰难。
晚上，看到家人微信群里孩子的视

频、父母的留言，禁不住泪目！因为召集
突然，出发之前连父母的面都没见上。

第三个 24 小时。早上准备好个人
物资，塞了一嘴早餐就坐车前往医院。
到达医院后才得知已经收治了19个病
人。这绝对是通宵达旦、分秒必争的一
晚。因为短时间新开的病房，我们需要跟
院方磨合，许多地方需要沟通。所以，一
开始工作效率还是很受影响的。但特殊
时期特殊对待，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为了保存体力，增加工作效率，我
们分批进入病房。之前，在微博看到“北
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四大巨
头汇集武汉的新闻，微博留言中有人提
到华西的医生是他们四川的宝贝疙瘩，
一定要完璧归赵。我想说，我们湘雅的
医疗队伍里主任、教授比主治医生还
多，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现在跟我们
年轻人一样起早贪黑，带头冲在一线，
担起重担。我就不信，这场仗我们打不
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内科主治
医师 李非（湘雅医院第三批支援武汉
医疗队队员，目前在武汉协和医院）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2月10日 星期一 阴转小雨
这是我到武汉的第一个晚班。还是

有一点紧张，进班之前的20分钟内，我
上了 3 次厕所。集合时间到了，我长长
呼出一口气，让自己放轻松，然后和3个
伙伴直奔病房更衣室。

繁琐的穿衣流程，我们花费了近
40 分钟。和我们搭班的是协和医院桂
玉老师，她已经在抗疫一线连续上班两
周了。

接到通知要收一名重症患者，桂玉
老师带我一起去患者通道。这个患者自
我隔离了几天，实在难受撑不住了才打
电话，由派出所民警送来医院。他躺在
平车上，手里拿着一个袋子（有 X光片
和药品），呼吸费力。虽然戴着口罩，但
也遮不住他脸上的惊慌与无助。我们给
他安排了床位，戴上氧气面罩，递上一
杯温水，他的呼吸渐渐平稳，明显感觉
眼神里有了希望。

门口的重症患者一个接一个，我们
只能加快步伐。防护服里贴身衣服湿了
又干，干了又湿。护目镜也模糊了。在团队
的分工协作下，我们总算安顿好了数位重
症患者。接下来的护理治疗，我承担了抽

血任务，带着师弟小胡挨个房间采血。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胖阿姨。当

她伸出圆润的手臂，我瞬间有点小怕
了。平时不穿防护服的情况下，这种穿
刺都有点难。现在戴了 3 层手套，真是
难上加难。我深吸一口气，平静地对阿
姨说：“阿姨，您好。您的血管估计难找，
请您配合握拳，我尽力一针成功。请您
不要动，保持头偏向对侧。”

一番仔细找寻，在她的食指周围找
到了一根细小但还直的血管，我鼓起勇
气穿刺。一针见血！我开心极了！收拾物
品离开床旁时，阿姨隔着呼吸面罩用微
弱的声音道了声“谢谢”。当时，我的泪
水和汗水裹在一起下来了。

虽然身处陌生的城市、不熟悉的隔
离病房，但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温暖与
爱。我们逆行来到这里，穿着厚重的防
护服，戴着护目镜，分不清谁是谁，但我
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战胜病毒，让患
者早日康复！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
护士 张磊（湘雅医院第三批支援武汉
医疗队队员，目前在武汉协和医院）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逆行的你是我心里
最明媚的阳光”
——家人、同事眼里的郑能量

一线战“疫”日记

我就不信，这场仗我们打不赢

泪水和汗水裹在一起下来了

“疫情不除，归期不定”
——永州市定点救治医院医护人员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