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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腾燕妮

“小妹，今天下午我们就进入武汉
金银潭医院战斗了。你怎么样，有没有
咳嗽、发烧？我们一起加油！”2月 25 日
午餐后，在武汉市锦江酒店，曾小明与
妹妹曾凌芳通过微信电话，互相鼓劲。

曾小明是湘雅常德医院消化内科
副主任医师，2月21日随湘雅常德医院
医疗队出征武汉。曾凌芳是常德市第
二人民医院感染科第八病室护士长，1
月20日起投身抗疫一线，奋战了30余
天。随着确诊患者逐渐治愈出院，2 月
20日，曾凌芳从一线撤离。

妹妹一线奋战
“我是护士，救治患者是我的职

责。只要能打赢这场战‘疫’，再苦再累
都值得。”撤离一线后，曾凌芳被安排
隔离 14 天。谈起 30 余天一线战斗经
历，曾凌芳感慨良多。

疫情暴发后，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很
快被定为常德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曾
凌芳被任命为感染科第八病室护士长，进
入隔离区工作，她没有丝毫犹豫。

进入隔离区后，腾空病房、转运患
者、消毒床铺，曾凌芳亲力亲为，每天
从8时到22时，忙个不停。

1月30日晚上，第八病室接收7名
确诊患者。“尽管穿着防护服，心还是
扑通扑通地跳。”回想起当时收治患者

的情形，曾凌芳表示，她心里确实有些
紧张。“这些确诊患者没有家人在身
边，很孤独。每次与他们面对面时，我
们对话都是轻轻地说、慢慢地说，给他
们鼓励。”曾凌芳说。

让曾凌芳感到温暖的是，患者也
会鼓励她们。一位患者体温低，血液循
环不好，打针时血管很难找。曾凌芳和
同事戴着手套、护目镜操作，护目镜上
结了雾水，难度更大了。“患者也看出
我们操作不灵便，虽然疼，但一直说着
感谢的话。”曾凌芳说。

哥哥火速驰援
出发驰援武汉的3天前，曾小明就

报了名，但他一直没和家人说，“不想
让他们担心。我是医生、是党员，这是
义不容辞的责任。”

曾小明今年 43岁，其大儿子 7岁、
小女儿 2 岁，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
陪伴家人。原本计划春节期间陪家人
去旅行，但疫情暴发后，他马上返岗。

驰援武汉前，湘雅常德医院在呼吸
内科成立疫情防控机动队，曾小明一直
奔波在最前线。“曾小明工作仔细、认真
负责，经常值班到很晚，好几次没有回
家。”消化内科护士长唐俊雅告诉记者。

曾凌芳告诉记者，曾小明启程前往湖
北的当天早晨她才知晓。拨通哥哥电话的
瞬间，曾凌芳哭出了声，反复嘱咐哥哥一
定要保护好自己，全家人等着他凯旋。

从柳叶湖到东湖——

医护兄妹接力斗疫魔

通讯员 何穰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有信心吗？”
“有！”
2 月 25 日下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医院）大内科主任
毛以林教授，在武汉大花山方舱医院与
患者交流。

毛以林教授说：“欲治其病，先医其
心。大疫中，心理疏导极为重要。良好的
心态是战胜病魔的前提。”

在方舱医院，医生不仅仅是医生，
更要主动和患者交朋友。患者对医生的
信任度加深，更能配合治疗，有利于身
体康复。

由于新冠肺炎强烈的传染性，一些
患者出现全家感染，失去亲人的情况不
少见；同在一个医院，夫妻、母子、父女在
不同的病区隔离的情况也多，对疾病也
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有些患者存在巨
大的心理压力。毛以林教授说，做好医疗

工作的同时，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也很
重要，聆听患者倾诉并适当开导，是缓解
患者心理压力的最好方法。

让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患者理
解和支持湖南医疗队的工作。

“医生，您歇会儿，都 2小时没停了。
别太累了，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

“放心啊，医生。我们一定会好好配
合你们，你们太不容易了。”

“我和您合个影行吗？我们要记住您。”
患者主动关心医生，质朴的话语很

暖心。
作为一名老中医，毛以林教授深知

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有着独特
优势。得知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组建支
援湖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中医医疗
队的消息后，他第一个报名，并于2月10
日率领6名队员出征武汉。

“方舱医院虽然简陋，但安静祥和，
一切井然有序。此次支援武汉，风险和
压力都有，但从来没有后悔。”毛以林教
授说。

欲治其病，先医其心
——武汉大花山方舱医院医患之间的暖心故事

医疗“湘军”
奋战湖北

湖南日报2月 25日讯（通讯员
梁辉 记者 李传新）2 月 24 日晚，湖
南支援黄冈医疗队成员——湖南省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李建民、心血管内二科主任彭建强及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鸿，齐赴黄冈
市红安县，为一名新冠肺炎危重患者
开展多学科诊疗。记者今天获悉，该
患者病情已有所缓解。

作为湖南省第三批支援黄冈医
疗队医疗救治组专家，李建民承担着
危重患者的指导救治重任。除大别山
区域医疗中心湖南专属重症医学病
区外，他还随时要前往红安、麻城、罗
田、英山等县市的新冠肺炎定点医
院，对当地危重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会
诊、指导。

2 月 24 日下午 4 点，刚从罗田
县、英山县会诊返回黄冈市区的李建
民，还没来得及喝口热茶又接到通
知：红安县一名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病
情危重，需专家前往指导。他二话不
说，转身坐车赶往红安。当晚 7 点多

抵达红安人民医院，与随后赶来的彭
建强、赵志鸿两位专家会师后，立即
与当地医务人员一道分析病情，讨论
治疗方案。他们分析认为，患者为重
症新冠肺炎，病情危重，重度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ARDS），支气管哮
喘，右侧气胸（已充分引流）。结合患
者病情及当地医院实际情况，专家们
给出治疗方案，即加强抗心衰治疗，
严格液体管理，控制继发感染，给予
血液净化治疗，维护脑、肝、肾等主要
脏器功能。

2 月 25 日下午，当地医院反馈，
该患者经过多学科讨论调整治疗
后，病情得到缓解。

湖南支援黄冈市新冠肺炎防治
前方指挥部总联络员兼第一医疗队
队长、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助理朱
华波表示，将进一步发挥大型三甲
综合医院专家团队的作用，对于危
重患者的救治推行多学科联合诊
疗，以达到降低死亡率、改善预后、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目的。

湖南医疗队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抢救危重患者

救治组专家一天奔波三县

湖南日报记者 朱玉文 辜鹏博

2月24日下午，记者见到了一位特
殊的康复患者。他是黄冈市中心医院神
经外科医生熊学辉，被确诊感染新冠肺
炎后，成了湖南医疗队的救治对象。治
愈出院并隔离 14 天后，他成为黄冈市
首位捐献血浆的康复患者。听说记者来
自湖南，他欣然接受了采访并竖起了大
拇指：“作为同行，我由衷地为湖南医疗
队点赞！”

“作为患者，我感谢湖南
医疗队的精心救治”

今年 1月下旬，熊学辉开始感觉身
体不舒服。1 月 29 日，他被确诊感染新
冠肺炎。1 月 30 日凌晨，进入大别山区
域医疗中心接受救治。

“入院前3天，发烧达38.5摄氏度，
浑身无力，食欲全无，还伴有腹泻。”对
于发病初期的症状，熊学辉记忆犹新。

“我一入院就是湖南医疗队对我进
行治疗。”熊学辉说，入院第 4 天，他便
开始退烧，8天即治愈出院。

“作为患者，我感谢湖南医疗队
的精心救治。”熊学辉的话语里充满
了感激。

“作为同行，我敬佩湖南
医疗队的敬业精神”

刚入院时，熊学辉十分担心自己的
病情，湖南医疗队的队员们经常给他加
油打气。

“他们听说我也是医生，经常跟我
交流，不断地提醒我：作为一名医生，应
该知道大多数新冠肺炎患者能痊愈。”
熊学辉说，“他们就像心理医生一样，给
了我莫大的信心。”

入院治疗的日子里，熊学辉见证了
湖南医疗队队员的忙碌与辛劳，“他们
不仅要负责救治患者，还要干护理、清
洁工作。吃的喝的，护士送到床边；垃圾
污物，随手清理干净。”

“湖南医疗队的队员们放弃春节假
期，不顾自身安危来到黄冈，是他们给
了我第二次生命。”熊学辉动情地说道，

“作为同行，我敬佩湖南医疗队的敬业
精神。”

“作为市民，捐献血浆
救治其他患者是我的义务”

治愈出院后在家隔离的日子里，熊
学辉得知黄冈市向新冠肺炎康复者发
出了捐献血浆的倡议。

“在这次抗疫战争中，我们医院的
领导和同事都奋战在一线。我因为感染
而没能上一线，一直很遗憾。既然康复
者的血浆可以挽救重症患者的生命，作
为市民，捐献血浆救治其他患者是我的
义务。”熊学辉第一时间向黄冈市中心
血站表达了捐献血浆的愿望。

2月21日上午9时30分，经过填表
登记，进行体温、血压、乙肝表面抗原等
一系列检测后，熊学辉在黄冈市中心血
站门前的采血车上捐献了400ml血浆，
成为该市首位捐献血浆的康复患者。

他说：“平时我经常献血，现在又符
合条件，想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面对记者的镜头，熊学辉主动提
出：“我想向湖南医疗队的同行们鞠个
躬。”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湖南日报黄冈2月25日电）

被感染的医生经湖南医疗队救治，治愈出院，并成为黄冈市首位捐献血浆的
康复患者。他说——

“作为同行，我由衷地为湖南医疗队点赞！”

“长寿面来喽”
“长寿面来喽！”2月25日，湖北省黄冈市，湖南对口支援黄冈医疗队的队员们将

长寿面、冰糖橙和坛子肉等特殊的生日礼物送到队员张星的房间，为她庆祝生日。当
天是张星38岁生日，也是她所在的第五批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进入驻地的第一天。
虽然身处抗疫一线买不到蛋糕，看到队友们送来的生日礼物和祝福，张星仍然觉得特
别感动，“希望疫情能尽快过去，大家都能平安回家，这就是我的生日愿望。”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朱玉文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2月25日讯（通讯员
严丽 记者 段涵敏）今天，湘雅医院
第三批支援武汉医疗队传来消息：
为了更好地提高极危重症患者的治
疗效果，武汉协和西院湘雅病房特
地 腾 出 一 间 小 病 室 成 立 了 临 时
ICU。该临时 ICU 共 6 张床位，目前
已收治5名患者。

“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对医务人
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非常高，因
此我们秉承‘四个集中’原则，成立了
这个临时ICU，集中组织重症和急诊
专业的医务人员，来集中管理极危重
症患者，从而更加确保患者的安全。”
医疗队领队钱招昕说。

由于其中 2 名患者不仅上了呼
吸机，每人还有 5个注射泵，患者的
转运并不轻松。“我们必须非常注意

保护患者的人工气道，一旦意外脱
管将会危及生命。除了呼吸机，还有
5个输液泵要跟着患者走，都需要非
常小心，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
征。”曹岚副主任护师说，大家花了3
个小时才把患者从病房转入 ICU，
并为 2 位上了呼吸机的患者进行了
俯卧位治疗。

目前，该临时 ICU 由 1 名重症
护士管理 2 名患者，密切关注患者
的病情变化，每天都有重症医生进
行查房，指导患者俯卧位通气，运用
重症超声评估患者每日肺部及心脏
情况，并开展重症连续血液净化等
治疗。

据悉，自医疗队接管该病房以
来，共收治 52 名危重症患者，目前
已有11名患者治愈出院。

集中救治极危重症患者

湘雅病房成立临时ICU

一线战“疫”日记

2月23日 星期日 晴

清晨7点，照例被一阵急促的闹铃
叫醒，急急忙忙洗漱，扒拉几口早餐，
想着今天要给患者带物品，还有我们
要补充的防护物资，赶紧收拾好出门。

在门口遇见桂元护士长，我们互相
点头招呼，一起朝候车点走去。公交车已
准点守候。还没入座，看到管理物资的李
好也在车上，我诧异地问她：“你今天不
是安排休息吗？怎么过来了？”她也颇感
诧异：“不对呀！昨天接周老师通知改了
班，今天是您休息的日子。从到这儿来第
一天起，你们几位护士长都没好好休息
过。于公于私，你们都应该休息休息了。
您赶紧下车去，好好缓口气！”说完，她站
起来挡住了我，使劲儿把我往后推。

就这样，我被赶下了车，“强制”休
息了。回到房间，打开微信，才发现，其
实强制休息的“信息”早发来了，只是
我太忙，来不及查看。我的心里忽然一
下子变得满满的、热热的，眼里也禁不
住湿湿的。是啊，在和时间赛跑、与死
神抗争的关键时刻，分分秒秒都是如

此地珍贵！也许快一秒，我们就抢占了
先机，赢得了希望。有那么多的患者需
要照护，有那么多的家庭需要挽救，所
有医护人员的日程都如发酵的面包，
满满当当的；每个人恨不能长出三头
六臂，脚踩风火轮。身边的领导和同
事，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夜以继日工
作，忙碌之余没有忘记队友的安全健
康，没有忘记团队的互助协作。

稍事休息，重整心情，我觉得自己
还行，忍不住又来到了医院，扎进医疗
队仓库，搬运、整理、清点各种物资。

忙完后勤工作，已经是晚上 10 点
了。在和先生约定的“每日通话”中得
知，家中一切安好，今天还收到了我们
医院送过来的口罩。先生老说要我不
用担心。可我一到夜深人静，就特别想
念家人，挂念我那个刚上初中的大宝，
最近网课是否能按时打卡；还有我那
刚刚满2岁的小宝，没有妈妈怀抱的日
子，晚上睡得是否安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
队员 王青霞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我被“赶”下车，“强制”休息了

谢谢两位院感“妈妈”
2月25日 星期二 阴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操心孩子的
人。在湖北麻城抗疫一线，我遇到了两
位特殊的“妈妈”。

来麻城支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
然有过害怕与彷徨，但内心深处更多的
还是安全感，那主要是因为我们队伍中
有一位来自湖南益阳市桃江县人民医
院的院感“妈妈”。她名叫李肽芝，主要
负责我们的医院感染控制工作。

记得培训的那两天，我很担心自
己穿脱不好隔离衣。于是，我就坐在她
身旁，看她细心指出战友们穿脱不到
位的地方以及需要注意的细节。

我把她讲解的顺序记录下来，以
方便自己记忆，因为只有把防护服穿
好、脱好了，筑成一道安全防线，才能
更好护理每位患者，避免交叉感染，确
保自身安全，确保战友安全。穿、脱真
不容易，光洗手次数就是12次，戴口罩
还需要做密闭实验。李肽芝一遍又一

遍强调，手把手教我们，再三嘱咐我们
一定要牢记于心。每天在微信群里唠
叨最多的是她，操心最多的也是她，大
家都喊她为“李妈妈”。

另一位“妈妈”是麻城市人民医院
的院感“妈妈”。每当我们去上班，总是
会有一位当地的院感老师，提前把所
有的防护用品准备齐全，将护目镜和
面屏用洗手液反复擦拭，避免起雾影响
视野。每位穿衣服的战友，穿好防护服
的时间大概20分钟；穿好后，这位麻城

“妈妈”还会把护目镜、口罩、手套和防
护服用胶布紧紧地贴合起来，确保没有
任何漏缝，帮我们签上大名，重新将每
位战友从头到脚仔细检查一番，确定着
装到位后，才让我们进入隔离病房。

谢谢两位院感“妈妈”，用母亲般
细致入微的爱，确保了我们在抗疫一
线的安全。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益阳市中
心医院 李芳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湖南日报2月25日讯（记者 徐典
波 徐亚平 通讯员 何克勤）今天上午，
岳阳市 3 个月大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晨晨（化名）痊愈，从岳阳市一人民医院
南院出院。据悉，晨晨是我省目前确诊
的最小年龄患者，也是岳阳市第 99 个
痊愈出院的确诊患者。

晨晨是个小男孩，其祖父为确诊病例
（重型）、父亲为确诊病例，84岁的曾祖母、
母亲为无症状感染者。1月24日至2月8
日，晨晨与爷爷在一起生活，2月8日，晨
晨开始出现鼻塞，随之打喷嚏，且哭闹不
止。2月10日，晨晨作为密切接触者，进入
华美宾馆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与母亲同

住。2月11日，与母亲一起乘急救车前往
华容县人民医院就诊，随后确诊。

2月14日，晨晨入住岳阳市一人民
医院南院。医院组成专家组精心设计救
治方案，给予密切监护，开展了干扰素
雾化抗病毒、中药等对症治疗。“宝宝免
疫能力与呼吸道发育不成熟，相比成人

更需要密切观察病情、加强呼吸道护理
以及支持治疗，合理用药也尤为重要。”
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杨景介绍，“医护
人员 24 小时监护宝宝的生命体征，不
放过任何一点病情变化。孩子太小没有
表达能力，所有临床表现的发现，全部依
赖医护人员临床经验和持续耐心关注。”

晨晨康复出院，其母亲十分激动，
双手合十感谢医护人员：“从进院就一
直担心不已，医生每次都非常细心地
告诉我们宝宝的情况，宝宝能顺利出
院，要感谢所有医护人员！”

岳阳3个月大宝宝痊愈出院
系湖南目前确诊的最小年龄患者

通讯员 李丽君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妈妈，你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
己，你是最勇敢的妈妈！”2月 25 日，一
段让人泪目的短视频，在湘南学院师
生朋友圈中引发热议。视频中，9 岁的
哥哥带着2岁的妹妹，一边隔着手机屏
幕抚摸妈妈被口罩和护目镜勒肿的
脸，一边对着千里之外的妈妈说个不
停，母子隔空相聚的场景让人动容。

视频中的母亲是湖南驰援湖北黄冈
郴州医疗分队队员、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呼吸科护师廖瑞云。她2月11日出发驰
援黄冈，至今已有10多天。每天工作结
束后，廖瑞云会与孩子们视频通话。

“刚开始我不敢开视频，因为害怕
孩子想妈妈，会在视频里哭。”廖瑞云说，

“后来实在太想孩子了，便开了视频。”
在黄冈，廖瑞云每天穿戴着防护

装备，这些装备长时间造成局部压迫，
让人感到种种不适。每天下班摘掉口
罩和护目镜时，廖瑞云的脸上会被勒
出又红又肿的印记。廖瑞云说：“每次
跟孩子们视频通话时，看到视频里我
脸上的勒痕，孩子们都笑我怎么变丑
了，笑着笑着又会流下眼泪。”

与孩子们分开的这 10 多天，廖瑞
云觉得孩子们好像突然长大了。“我没
想到孩子们会在视频里说出关心和鼓
励我的话，这也是我这次黄冈之行的
意外收获。”廖瑞云说。

笑着笑着，流下眼泪

援黄冈 有“湘军”
医疗“湘军”奋战湖北——

2月24日，湖北省黄冈市，熊学辉
对湖南医疗队竖起大拇指。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朱玉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