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黄冈 有“湘军”
医疗“湘军”奋战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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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邹晨莹 辜鹏博

外公李湘枚，治理沩水时与雷锋
结缘，大半辈子宣讲雷锋的故事；外孙
女王睿，勇敢奔赴一线支援黄冈，关键
时刻传承雷锋精神。3月4日，记者在黄
冈采访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湖
南省肿瘤医院护士王睿，聊她的外公
和她传承雷锋精神的故事。

支援湖北，王睿很早报了名。前
面几批名单里都没有她，王睿一度
很失望。2月21日，医院的第四批支
援队伍名单下来了。她终于如愿。

但是，王睿的想法，丈夫和其他
亲人一度并不支持，她只好求助外
公。李湘枚只问了一句：“去湖北的
理由是什么？”王睿后来才明白，那
是外公在考验她的决心。

“我是一名医护工作者，救死扶
伤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是一名共
产党员，党员带头冲锋，这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最关键的是，因为我是雷
锋家乡人，更应该践行和传承雷锋
精神！”王睿的回答外公很是满意。

“决定好了就去吧，我们都支持
你。记得要及时报平安。”李湘枚笑了，
王睿来黄冈这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3月4日，是王睿在罗田县人民医
院重症监护室工作的第10天。战疫到
了最吃劲的时候，危重、病危患者的护
理就是重中之重。由于与危重患者密
切接触，浸入性操作较多，血液喷溅是
常有的事，意味着这里也是最危险的
地方。

听到重症监护室一词，记者的第
一反应仍是：“怕吗？怕的时候怎么办？”

王睿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起
雷锋到大堤上请战“打石硪”（多人
同时操作利用大石头夯实土壤）的
故事。她从小听外公回忆与雷锋相

处的往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每次想到雷
锋那句‘再累再苦，你们打得，我也打得’，那种不
怕苦能吃苦的精神，我就充满了正能量。”

王睿说，这次来到黄冈，她有雷锋精神“加
持”。难事一件接着一件，但她觉得跟原来没什么
两样，“我只是换个地方而已，这是每个医护工作
者应尽的职责。”

除了护理的病患，王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正
在住院的外公。与外公通话时，她从来都是报喜
不报忧，“只说自己是如何适应的，让他不要担心
我的安全。”

今天，李湘枚托家人给王睿传来一段视频，
为这个勇敢的前线战士鼓劲，“前线总是有些困
难的，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您一辈子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
我也是。”王睿如此回应。

（湖南日报黄冈3月4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邹晨莹 辜鹏博

无湘不成军。除了单兵突击，
在最吃劲的时候，团队作战愈发重
要：现阶段重型和危重型患者面临
的不仅是肺的伤害，需要多学科合
作，助力主治医师实时调整综合治
疗手段。

3 月 3 日下午 4 时，大别山区
域医疗中心。一场连接黄州和麻城
的远程多学科会诊，关乎着一位76
岁女性危重患者的命运。前方，穿
着厚厚防护服的医生详细地汇报
情况；后方，专家团队细致分析和
讨论：“我们要尽力将她从死亡线
上拉回来！”

身在100公里外，来自益阳市
中心医院的主治医师胡珂通过平
台上传了会诊患者的病历资料和
CT 影像。“发热 5 天，咳嗽 4 天，2
月11日核酸检测确诊。”他详细讲
述用了哪些药物，有了什么好转，
最后提出请求：“这位患者适不适
合拔管，请专家们给出指导意见，
如果可以拔管，需要注意哪些变
数？”

每位专家逐一解答。学科不
同，治疗思维和关注重点也不相同
——

新冠肺炎患者可能存在广泛
的肾脏损害。“从肾内科的视角

来看，患者合并了多种肾损伤的
因素。”陈愔音面露难色，在记录
纸上写下“老年”“高血压”等关
键词。但当她进一步查看尿量数
据后，得出“肾脏没有明显受累”
的结论。

“患者有过双下肢水肿，需要
监测 24 小时出入水量，现有指标
显示当前入水量过多，从明天开
始，要维持一段时间的负平衡。”
心血管病内科专家彭建强比较重
视心电图、心肌酶和脑钠肽等指
标的变化，嘱咐主治医师加用护
心治疗。

神经内科专家赵志鸿建议加
强血压血糖的监测和调控。“患者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血糖偏高，存
在脑血管病的多重危险因素。”翻
看笔记，他补充提醒：患者插管前
曾有因缺氧所致的一过性意识障
碍，可用尼麦角林等药物促进脑功
能恢复。

“一定请注意气道管理！如果
黏液没有被化解，单纯地用给气
给氧的装置，实际上有时达不到
目的，有时还会起反作用。”李建
民立刻作出精准的判断。作为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他特别
关注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性下
降、外周血炎症因子进行性上升
等临床预警指标。在命悬一线的

时刻，这样的提醒至关重要。
这场远程会诊历时约 1 个半

小时。晚上 6 时，根据会诊意见，
胡珂和战友李勇对患者进行拔
管，“非常成功，综合专家们的意
见，对拔管后续治疗帮助很大。”

细节决定成败。“很多信息和
数据，我觉得不重要，但从别人
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攸关性命的；
我也许看得不够深，别的专家就
可以及时担任‘补位’的角色。”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总指挥高纪
平说，在重型、危重型的诊疗过
程中，这样的远程会诊不仅是提
出诊疗方案，更是互相提醒的过
程。

“对于主治医师而言，是心理
支撑和鼓励。”高纪平说，换个角
度看，远程会诊也隐含了暗示作
用：大家都很重视这位病患，你
应该更重视。

“3月3日，申请数：4条”。在远
程会诊平台，每天都有数条申请提
交。红安、麻城、罗田和英山等驻有
湖南医疗队的县级医院，不仅可以
和驻守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的
专家进行交流，还有更为强大的

“后援”——湖南省人民医院与黄
冈开设了 12 个远程会诊点，无缝
对接湖南的“医学天团”。

（湖南日报黄冈3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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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在黄冈大别山区域医
疗中心上班的第6天，经历了从隔离
防护的不适应到适应，我已能够坦然
面对工作中的种种挑战。这两天，我
的队友们每天都关心地问我：你的红
鼻子怎么样啦？

关于我的红鼻子，说起来还挺不
好意思的。我们上班戴的护目镜比较
大，我的脸较小，贴合性不好。为了做
好密闭防护，只能在层层防护措施
下，再在鼻子上加一个防护贴，或许
是压太久不透气的缘故，上了3天班，
我的鼻头处皮肤发红破溃了。

队员们见状，赶紧帮我消毒，细
心地涂上药膏，贴上创可贴。其后上
班，大家看到我的伤口上依然压着护
目镜，很是心疼。每天问我鼻子好了
没有，反复叮嘱我千万要注意，别引

起感染。
经过消毒和上药，我的鼻部皮肤好

了很多，也不痛了。我对大家说，红鼻子
快好了。但酸鼻子又来了。这又是怎么
回事呢？其实是被患者感动酸的。

今天给07床患者陈阿姨拔完针，
陈阿姨一手按住消毒敷贴，一边问
我：“小姑娘，你年纪还很小吧？”我告
诉陈阿姨我是1993年的，陈阿姨语重
心长地说：“你和我女儿一样大。我很
佩服你的勇气，你还这么年轻，千万
要好好保护自己啊。”陈阿姨这番关
心的话，像极了我妈平时跟我说话的
样子。我不由得鼻子一阵发酸，眼泪
直打转。

不管是红鼻子还是酸鼻子，这都
是我宝贵的人生经历。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湖南
省胸科医院 邹静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大别山里的团队作战

我的红鼻子和酸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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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戴鹏
通讯员 刘琼

“我恢复得很好，非常期待出院，感
受美好春光。”3 月4 日上午11 时许，株
洲市新冠肺炎定点集中隔离救治医院，
邓女士在病房通过视频满面笑容地与记
者聊天。

病情几度危重，省市专家 36 天鏖
战，在使用ECMO（俗称“人工肺”）这一

“终极手段”后，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邓
女士终于与死神擦肩而过。3 月 2 日凌
晨，邓女士撤下 ECMO，肺部“复工复
产”，成为我省首位成功脱离 ECMO 的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胜利，
就在春暖花开。”连续20天参与救治的
省高级专家、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急危
重症科主任杨明施教授，此时也是一身
轻松。

生命告急，插管呼吸

1月28日，46岁的邓女士被确诊为
新冠肺炎，转入株洲市定点隔离救治医
院救治。

“入院初期，只有发热、咳嗽等常规
症状。”株洲市定点隔离救治医院负责
人、株洲市中心医院副院长何毅介绍，邓
女士刚入院时不大配合治疗。

但病情发展很快。2 月 10 日晚间，
患者血氧指数持续下降，并出现紫绀、呼
吸困难等症状。救治组立即使用无创呼
吸机辅助通气，但效果不理想，“血氧指
数只有正常值的四分之一”。随即，邓女
士作为危重患者转入ICU。

株洲市委、市政府立即调集全市最
优医疗资源，“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患者生
命安全”。很快，来自株洲市各医院感染
内科、重症医学科、肾内科、呼吸科等科
室的20余名学科带头人连夜齐聚定点
救治医院，紧急成立新冠肺炎危重症患

者救治专家组，深夜制定抢救方案。
“马上气管插管！”会商后，专家组迅

速提出方案。
插管操作是生死考验。定点救治医院

ICU负责人、株洲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彭苏娜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必须
在最短的时间内插好管，否则病人就很难
救过来。彭苏娜和同事冒着被感染的风
险，顺利完成气管插管操作。

患者病情稍有好转。

再度告急，“人工肺”救命

刚想松口气，不料死神再次来袭。
呼吸功能持续衰竭，心率、血压氧合

等指标再度恶化……2月11日，邓女士
多项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命悬一线。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市长阳卫国
获悉后，立即赶赴医院，坐镇调度救治力
量，全程关注救治进展，要求“全力以赴
救治患者”。省卫健委第二批派驻株洲专
家组组长朱勇峰带领团队紧急支援。

“上ECMO，越快越好！”晚上10时，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救治专家组迅速达
成共识。

ECMO俗称“人工肺”，它能暂时替
代患者不堪重负的肺部功能。在新冠肺
炎疫情救治中，采用ECMO是拯救病人
的最后一道防线。

“采用 ECMO 救治，面临错综复杂
的判断和操作，需要熟练掌握该技术，更
考验医护团队的密切配合，患者也面临
感染、血栓、出血等风险。”何毅介绍，哪
怕只有一丝机会，医护团队也要拼尽全
力去争取，“与死神抢时间”。

深夜12时，株洲市中心医院ECMO
团队准备就位，北京阜外医院专家远程
提供技术指导。

防护设施厚重难受，护目镜被雾气
模糊，两层手套找不到手感……面对重
重困难，ECMO 团队顶住压力，10 多根
维系生命的管道依次接上。12日凌晨4

时左右，ECMO成功运行。
患者邓女士再次战胜死神。

生存考验，“订单式”治疗

针对邓女士的特殊危重病情，省里
派出杨明施领衔的专家团队驰援株洲。

2 月 14 日下午 1 时左右，紧急赶来
的杨明施团队只吃了点泡面就穿上防护
服进入ICU病房，详细了解患者病情。

“使用 ECMO，相当于在患者体外
安装一个新的‘肺’。”杨明施介绍，一方
面可以使患者受损的肺部得到休养生
息，一方面也带来巨大风险，要经受生存
考验。ECMO 替代肺部功能时，将原本
流经患者肺部进行氧合的血液转移到
ECMO 进行，然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
以保证全身的氧气供应，需要科学精准
控制血液、空气流量、流速。“血液流经体
外循环，流速过快，患者受不了；流速过
慢，极易产生凝血。同时，这些管道接口，
容易出现感染。”任何一个细小的疏忽，
都可能使ECMO“救命神器”成为“夺命
凶器”。

救治工作唯有细致再细致。每天下
午，省市专家组会组织开展多学科会诊，
及时修订治疗方案，开展“订单式”治疗。
哪怕是一个仪器设备的参数、或是一种
药品的剂量，力求精准。

针对邓女士的病情，株洲成立专医
特护组，派出一支20人的精干团队，对
其实行4小时轮班、24小时病情观察。专
家们随时在微信群交流救治方案。最危
重时段，医疗专家将手机闹铃设在2时、
4时、6时，每隔两小时会商一次。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定点救治医院
ICU护士长贺晓元介绍，为更好地改善
邓女士的缺氧症状、锻炼其肺部功能，护
士需要帮其翻身成俯卧位，且每天保证
这种睡姿达16个小时。

看似简单的翻身，却是难度很高的
任务。每次翻身，需要七八名医护人员配

合才能完成，且翻身过程中要确保患者
身上的10余条管道不能脱落。医护人员
保持24小时监测患者各项生命指征，一
有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告知医生采取相
应措施。

在医护人员悉心治疗下，2月23日
开始，邓女士病情逐步好转。“医疗团队
真是了不起，患者从置入ECMO管道到
脱机的 19 天，都未出现感染，真心不
易！”杨明施教授对此连连点赞。

身心同治，综合治疗见效

针对邓女士的病情，更多综合干预
措施同步进行。

2月19日至21日，新冠肺炎康复者
捐赠的 800 毫升血浆，分为 4 次输进邓
女士体内。

为调节患者免疫力，促进各器官功
能修复，专家组特意采取了干细胞治疗。
同时，中医专家组根据患者病症，辩证施
治。株洲市还为其配备了 3 位临床经验
丰富的专职营养师，提供个性化营养膳
食辅助治疗。

身病药治，心病心治。自己患病，导
致多名家庭成员感染；治愈后，工作还有
没有着落……治疗期间，邓女士一度心
事重重。

株洲及时成立心理干预团队，经常
和她聊天解愁，同时创造条件与她家庭
成员视频连线，互相鼓劲。

暖心举措，让邓女士重拾信心。近
期，3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3月1日，副省长吴桂英在株洲督导
疫情防控时，特意到医院看望慰问并与
住院患者视频，鼓励患者坚定信心、配合
治疗，早日康复，并要求株洲“做好治愈
患者的跟踪健康服务”。

截至3月3日，株洲累计80例确诊
患者中，已有 70 例治愈出院。其中，17
例重症患者中已有13例治愈出院。

春暖花开，胜利可期！

胜利，就在春暖花开之时
——湖南使用“人工肺”救治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首例成功脱机

3月3日16时，湖北省黄冈市，一场连接着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与麻城市人民医院的远程多学科会诊，关
乎着一位76岁危重患者的生命。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异地10年，
这次换我等你归来

亲爱的老婆：
疫情，异地情。近段时间，我脑海

里总蹦出这两个词。想着你，担心你
那瘦小的身体是否经得住考验，心中
忐忑。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11年了，除了
第一年的甜蜜时光，整整10年，我们
几乎都是分居两地。我知道你是一个
独立、能吃苦的好女孩，但长年的异
地相望，让你为我吃了很多的苦。以
前我出去执行任务，不能休假，甚至
连婚期都差点推迟。生果果的时候，
我也没能第一时间回来。等我回来，
果果已躺在你怀里，能自己喝奶了。
所以，你吃的苦我知道，但我很庆幸
你没有放弃我们的感情，还不忘帮我
照顾父母。你真的辛苦了。

赶上国家的好政策，今年我回到
长沙工作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坐在
火炉旁，憧憬着即将开始的美好生

活：一起做饭，一起教育好果果，陪伴
他成长，今年一起出去旅游等等。一
切还没有开始，因为疫情，你就奋不
顾身到湖北黄冈一线去治病救人了。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很想送你去车
站，为你鼓劲。但又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没抽开身；有几句心里话，也没来
得及说给你听。

我想告诉你：请你放心！千难万
难，家里的事，我会处理好。果果这段
时间在乡下，外婆带得好。

疫情不结束，我们的异地情估计也
不会结束。你等了我10年，这次换我等
着你归来。只希望你能平安回家，继续
我们一家三口平平淡淡的幸福生活。

姚少峰
2020年3月3日

（作者为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
员杜苗的丈夫）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整理）

通讯员 周瑾容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3月4日，是李建民来到黄冈的第
22天。

在李建民的手机里，有一段女儿
发来的视频。得空的时候，他会拿出
来看看。

“我的爸爸是一名医生，他正在
黄冈救治病人。他穿着厚厚的防护
服，就像‘大超人’，每天帮助病人打
败新冠病毒这个恶魔。”

“爸爸，虽然您不能看着我写作
业，但是我会好好学习。您放心吧！”

李建民的女儿不到8岁，是一名二
年级的小学生。乖巧懂事的她隔着屏

幕，向爸爸喊道：“大超人，加油！”
出发那天，女儿还不知情，以为

只是一次普通的出差。送他下楼的时
候，女儿搂着李建民的脖子说：“爸
爸，您出差要早点回来呀。”

李建民是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RICU主任。作为湖
南省支援黄冈医疗队医疗救治组长，
他负责湖南医疗队在黄冈对点包干
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5个病区以及
5个县市区所有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的救治指导。他每天都很忙，常常工
作到深夜。

“哪怕下班再晚，再辛苦，我都要
看一遍这个视频再睡。”说到女儿，这
个坚强的湖湘汉子眼中充满柔情。

“下班再晚，我都要
看一遍这个视频再睡”

湖南日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腾燕妮

3月3日，因为护理班次调整，湖
南省第 5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成员、湘
雅常德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师党芝蓉
被调离重症监护室。当天接班后，她
特地和重症患者肖某道别。

“真心希望能早日听到他痊愈出院
的好消息。”3月4日午餐时分，记者通过
微信联系到党芝蓉，聊起重症患者肖某，
党芝蓉亲切地称呼他为“肖叔叔”。

自 2 月 28 日被分配到金银潭医
院重症监护病房，党芝蓉就深知自己
肩上的责任。第一次进到病房时，党
芝蓉看到一位患者，刚刚停了呼吸
机，意识时而模糊、时而清醒，因气管
切开，身上还保留着尿管、胃管。“他
的痰比较多，要时不时为他吸痰。还
要从胃管注入营养液、做生活护理。”
党芝蓉第一次接触肖某时，只觉得他
的病情比一般人更严重。

一连两天，肖某的病情比较稳
定，党芝蓉和所有医护人员都在等待
奇迹的发生。

3月1日一大早，党芝蓉换班进入
病房就收到惊喜：肖某醒了。

“叔叔，很高兴看到您醒来……
今天我值班，我姓党，从湖南来的
……我会一直在病房或走廊，您有事
就叫我。”尽管肖某不能说话，党芝蓉
每次为他做护理时，总是不停地鼓励

他，坚定信心战胜病魔。随着病情的
好转，党芝蓉和肖某还达成一个小默
契：伸大拇指就表示想大便，伸小拇
指就表示要小便。

因为身穿防护服、戴着鞋套，在
重症监护室里行动不便。当天在做护
理时，党芝蓉不小心摔了一跤。肖某
看到后，一阵心疼，因为手脚不能动，
急得眼珠子直打转。发现肖某的关
心，党芝蓉心里顿时好温暖，甚至忘
记了疼痛。

肖某的状态不断好转。第二天，
党芝蓉刚换班进入病房，就看到肖某
用手在床单上划来划去。她把笔和纸
板递过去，肖某颤颤巍巍地写下 3 个
字：“你来了。”尽管穿着厚厚的防护
服，肖某还是一眼认出了党芝蓉。随
后，他在纸板上写道：“我的包里有从
家里带来的苹果，请你吃。”

“你要加油，一定要坚强，早日康
复。”3月3日，党芝蓉与肖某话别时，
肖某拉着她的手不肯放开。最后，肖
某把右手扬过头顶，向党芝蓉敬了一
个礼。感动之余，党芝蓉对着肖某双
手比心。瞬间，两人都红了双眼。

“作为医护人员，救人义不容
辞。”党芝蓉告诉记者，她只知道肖某
曾是一名警察，今年 62 岁，“疫情过
后，我们再次相遇，他也许认不出脱
了防护服的我，但我仍然希望他早日
康复出院。”

一个敬礼，一个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