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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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石柳韵 邱瑜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重症监护病房管理，是麻醉科医
生不擅长的。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练’
以后，查看监护、问明情况、调取个例诊
疗方案、下医嘱、观察病情变化等等，已
游刃有余了。”3月11日，湖南省支援武
汉第五批医疗队、湘雅常德医院麻醉科
医生方磊告诉记者。

方磊年轻，还只有31岁。
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队目前

接管武汉金银潭医院3个综合病区，还有
19名队员在重症病房支援。方磊是目前
全队唯一一名深入南区6楼危重症监护
室的医生，面对的是最初收治入院的新
冠肺炎危重患者。由于患者对呼吸机、血
透仪、ECMO、纤支镜等仪器的需要，原
本可容纳3人的病房变成了单人间或双
人间；而仪器所需的气管插管、静脉穿刺
等操作，让麻醉科医生能在此大展身手。

但也有不少挑战。“这里最大的不
同，是所有的操作只能单独一个人完
成。”方磊说，近距离接触患者口鼻，在
高浓度病毒环境中工作，医务人员独自
操作无疑是目前唯一的选择。穿着厚重
的防护服，对麻醉医生的技术提出了更
为严格的要求。

“操作时，我们的防护升级，视野受
阻。因为病毒通过气溶胶扩散，我们在
患者口鼻附近进行近距离操作时，呼吸
道会喷射出大量的病毒气溶胶，其风险
可想而知。我必须把平时的30至90秒
缩减到10至20秒完成插管。”方磊说，

此类操作还是在掌控之内，而许多不熟
悉的事务却是他面临的一大挑战。

病房管理是身为麻醉科医生的方
磊所不擅长的。例如，病房同时四五名
患者突发情况，面临需要紧急下医嘱的
场面；危重症病患者大部分无法开口说
话，很多时候是方磊“自问自答”。

“李老师，今天感觉怎么样？”连日
的查房让方磊领悟到，这里的患者更多
是需要心理支持。“李老师，今天气色不
错啊。再坚持坚持就转普通病房咯！”这
种安慰、鼓劲的话，方磊要反复地说。

除了病房的患者，方磊还结识了许
多良师益友。

“钟鸣教授真的很厉害，有问必
答。”钟鸣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
症医学科教授，已在金银潭医院工作了
近一月。“现在，病房周转率提升了。最
初的一段时间，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
力，都留不住一些患者。这对医务人员
来说，真是一种打击。不过，现在一切都
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方磊说，其实，医
务人员也需要心理支撑。

“我是湖北人。家里需要，出点力，
责无旁贷。”方磊的出征，如同回归。

和方磊搭班的是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 ICU 的黄科生。方磊的称呼在变，从
见面时的“黄老师”，到后来的“黄医
生”，再到现在的“生哥”，两兄弟熟络
了。方磊喊“生哥”，黄科生就喊“磊子”。

“磊子！等抗疫结束了，带我去宜昌
转转呗。我好想放大假啊！”

“生哥！快了。今天，又有 2 个患者
转到普通病房了。胜利就在不远处！”

重症监护室：麻醉医生的“磨练”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3月10日，李丽在武汉协和西院紧
张地协调病床。随着方舱医院的陆续关
舱，那里的疑似病例将被陆续接进医院
继续进行医学观察。“我们肩上又多了
一副担子。”

从2月7日支援武汉协和西院至今，李
丽已坚守了一个多月。在这里，她劳累得喘
不过气来，也暖心得流下眼泪。“我们收
治的都是重症患者，他们以性命相托，我
们又怎敢有丝毫懈怠？！”李丽感慨地说。

3 月 5 日，45 岁的李丽获“全国卫
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再三请战，加入北上
驰援队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李丽便坚守
在湘雅医院的发热门诊，夜以继日。2
月 6 日晚，接到支援武汉的征集令，李
丽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领导们考虑到她身体不好（重度贫
血，白细胞也偏低），又已连续上班很多
天，一开始并不同意。“我有急诊专业背
景，又是中华医学会和中华护理学会灾
害护理专委会委员，有处理突发疫情经
验，这种关键时刻我得上！”再三请求
下，她终于如愿。在她的影响下，她的

2 名研究生也加入驰援的队伍。
2月7日晚，李丽随队抵达武汉。上

级指示立即开设湘雅病房，来不及休
整，李丽带着其他几位护士长临时组建
护理小组，迅速开展工作。

熟悉病房、完善物资准备、制定工
作流程……不到一天，李丽和同事们就
完成了准备工作。2月8日晚，协和西院
湘雅病房开始收治患者。2月9日，湘雅
联合病房也筹建完毕。不到两天时间，
两个病房便收治了99名重症患者。

2 月 9 日晚，李丽下班休息时终于
有空看了一下手机，看见老公发了一条
朋友圈：“50 岁的生日就这么悄然而
过，惟愿你平安归来。”她这才意识到，
忙碌中全然忘记了老公的生日。

“临时家属”温暖了患者的心
病房里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更让

医护人员揪心的是，他们中很多人都是
家庭聚集性感染。有的患者，其家人已
病逝，心理压力大。

“我们要走到病床前，给患者带来
希望。”李丽说。在每一个情绪低落的患
者床前，李丽耐心地讲解治疗过程，给他
们鼓励，让他们树立与疾病战斗的信心。

“我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又戴着
防护面罩，呼吸很不顺畅。我有很多次
说着说着就喘不过气来。”李丽说，有一

次患者看她气喘吁吁，赶紧让她停下
来，还特意打开窗户让她透透气。这“暖
心”的举动，让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为了给患者以温情，李丽发动所有
医护人员与患者结对成“临时家属”。上
班的时候，他们走到病床前嘘寒问暖；
下班回到住所，他们又在微信上倾听他
们的忧伤和烦闷。

为了帮助患者加强营养，李丽和同
事们还把自己的蛋白粉、牛奶、水果拎
到了患者的床头。

“我看不见你温柔的面孔，却看得
见你善良的心灵；我辨不出你的身份和
年龄，却感受到你战士一样的激情。你
是人间最美的天使，我要深情把你歌
唱！”一位患者在病情明显好转之后，写
诗致谢。李丽说：“患者的信任和肯定，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像家人一样呵护每一位
医护人员

对于临时组建的一支医疗队伍来
说，保障医疗物资到位无疑是重中之
重。虽然安排有专人负责，但每次物资
紧缺或需要转运物资时，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大雪纷飞，李丽总是及时出现。急诊
科护士吴秀颖说：“哪里缺人，哪里就有
她。李老师总能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

医护人员每天两点一线，工作压力

大，李丽像家人一样呵护每一位医护人
员。虽不能串门嘘寒问暖，但只要有时
间，李丽总要通过微信、短信问候大家。

“无论我下班多晚，哪怕是凌晨，都能收
到李老师的短信，问我今天感觉怎样，
有没有不舒服，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主
管护师李芳说，一句简短的问候，却带
给自己满满的温暖。

医疗队里有一位小伙伴因为咳嗽、
低热，有一段时间情绪激动。为了确保
安全，李丽全程陪同前往医院检查，细
心安抚。所幸小伙伴只是感冒，虚惊一
场。小伙伴感动地说：“有李老师在身
边，就感觉有了依靠。”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文明 王紫伦

“疫情一日不除，孩儿一日不归！一
切都值得！武汉加油！”

这是来自娄底新化的95后小伙邹
智明微信朋友圈的一句话。2 月 21 日,
他从新化只身来到位于武汉的湖北省
中医院光谷院区当志愿者，到 3 月 11
日刚好20天。

邹智明今年 25 岁，是娄底市新化
县的京东物流配送员。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邹智明在抖音上看到医护人员摘
掉面罩，脸上都是印痕，十分心疼，萌生
了到武汉当志愿者的想法：“那么多白
衣天使在救人，他们那么辛苦，我就想
来帮忙。本来想过完年就去武汉，因为
村里封路没去成。后来路解封了，我第
一时间赶了过来。”

2 月 21 日，邹智明装了 10 袋自家
种的白菜，瞒着家人开车前往武汉。听
说湖北省中医院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
比较多，邹智明就导航到了湖北省中医
院光谷院区。

到达医院后，邹智明将白菜送到了
医院物资管理部门。当天值班的湖北省
中医院工作人员建晓晶接待了他，邹智
明告诉建晓晶，自己会一直在医院附
近，如果有医护人员需要用车，可以随
时联系他。“捐完物资我们都劝他赶快
回去，没想到他还在。”第二天中午，建
晓晶在医院再次看到了邹智明的车子。

接下来的几天里，邹智明如愿以偿

在湖北省中医院当起了“摆渡人”——
接隔离病房的护士上下班。每天早上八
点，下午两点，晚上八点，凌晨两点……
20天里，邹智明平均一天要接送医护人
员五六趟。这样的奔波和付出，邹智明
都心甘情愿。“早餐可以慢吃，但白衣天
使一定不能慢送。”他在朋友圈里写道。

接送医护人员以外的时间，邹智明
也没闲着，一有时间就帮忙搬运爱心物
资。社会爱心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医院
来，卸车、运送、摆放，邹智明每天搬运
的物资已经无法计算，每天都忙到腰酸
背痛，大汗淋漓。

“湖北省中医院的职工对我挺好
的，我觉得很温暖。”刚来时没有地方休
息，邹智明只能睡在车里，对此，他却习
以为常：“我以前在老家送货，有时候也
会搞到晚上一两点钟，也经常睡车里。”
在车里睡了3天后，医院工作人员知道
了这件事，立刻联系了一家酒店，安排
邹智明住了进去。湖北省中医院的工作
人员还给他带来了三包一次性口罩、一
件普通防护服和矿泉水、水果、方便餐
等物资。

由于接触医务人员，面临感染风险，
对此，邹智明认为，只要做好防护，就不
用担心。一有时间，邹智明就和家里人
联系，报平安：“我不怕，但我爸妈的确
有点担心。”当下，疫情形势已有很大好
转，邹智明却没有丝毫松懈。“我年轻，
吃点苦没什么。医护人员非常辛苦，我
会一直做她们的护花使者，保障她们的
安全，疫情不退，我不退。”邹智明说。

抗“疫”群英谱

医疗“湘军”
奋战湖北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奉永
成 通讯员 周助青 丛鹏飞）3 月 8 日，
几台运送饲料的卡车驶进唐人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龙华公司，车上
运载的饲料是公司近 10 万头生猪的

“口粮”。龙华公司是我省重点生猪养

殖企业。受疫情影响，公司流动资金一
时周转不过来，饲料库存告急，得知情
况后，农发行株洲市分行主动上门提
供金融服务，及时为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投放贷款 5000 万元，用于公
司生产经营。

农发行加大对生猪养殖大县和重
点生猪养殖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今年
以来，已向我省生猪养殖及相关企业授
信贷款 4.5 亿元，发放贷款 2.78 亿元。
支持宁乡市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唐
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复工复

产，扩大养殖生产规模。
“大力支持生猪养殖及相关企业

发展，保证市民‘菜篮子’稳定。”农发
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张勇说，该行将对
中央及地方猪肉储备体系建设、生猪
养殖及饲料生产、屠宰加工等领域加
大信贷投放力度，提高办贷效率、拓宽
抵质押品范围，持续保障生猪市场供
应稳定。

95后快递员小伙只身“逆行”到武汉当志愿者：

“疫情不退，我不退”

农发行授信4.5亿元支持生猪养殖企业发展

性命相托，不敢懈怠
——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护理领队、中南大学湘雅临床教研室副主任李丽

李丽。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陈芊妤

3 月 10 日 17 时，跟最后一名患者
挥手告别，湖南支援湖北国家中医医疗
队结束了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的使命。
当天，江夏方舱医院休舱。

据统计，这支中医医疗队共收治
113 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 97 人，治愈
率 85.84%，且无 1 例转重症，也无 1 例
在治疗中转院。

30 天的艰苦战斗，卓有成效的湖
南经验，让世人刮目相看。这个75人的
团队荣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

领队和临时党总支部
筑堡垒

2 月 9 日，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医
政医管处副处长蔡宏坤临危受命，组
建湖南支援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火
速驰援武汉江夏方舱医院。第二天下午，
他带领由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等 7 家医院组成的 40 人队伍，抵达
武汉。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放下行
李，作为领队的蔡宏坤立即召集全体党
员，成立临时党总支部，下设 3 个临时
党支部，蔡宏坤任临时党总支书记。等
第二批 35 人加入战队后，临时党总支
部汇聚了 43 名党员，后又在战斗中培
养了 22 名入党积极分子，择优推荐了
戴飞跃、谢宇雯、谭敏杰等 8 人为预备
党员，一步步夯实筑牢了党的战斗堡
垒。

3 月 2 日晚，临时党总支部召开了
“牢记初心使命，敬畏生命终生”集中学
习暨主题党日活动。蔡宏坤带领全体党
员重温入党誓词，开讲战地党课。要求
全体党员每天向患者说一句鼓励的话，
用爱和温暖激发患者抗击病魔的斗志。
蔡宏坤还组织修订了八大项制度，主持
了方舱医院医疗检验、影像、药房等工
作的筹建。

中医“湘军”的安全，也是压在蔡宏
坤肩上的重任。方舱医院开舱之初，因
通道少，医护人员下班脱防护服等待
需要 2 至 3 小时。他多方联系，临时改
造增加舱内院感通道。他还及时叫停
安保及保洁人员入舱，首次提出污染
区无人监督不脱防护服，最大限度降
低感染风险。

工作上雷厉风行，生活中嘘寒问
暖。3月7日下午，蔡宏坤第一时间送队
员到医院治疗阑尾炎。当天晚上，又协

同副院长周明亮悄悄准备了51束鲜艳
的玫瑰花，一间间敲开 51 名女队员房
门，把“三八”妇女节的礼物送到她们
手上。

专家和中医“湘军”救治
有妙法

3 月 10 日上午，在湖南支援湖北
国家中医医疗队队长朱莹的带领下，
同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张伯礼和国家中医医疗救治
专家组副组长刘清泉来到湘五区检查
工作，他们对湖南医疗队的工作竖起
了大拇指。

队长朱莹和副队长周明亮、病区主
任戴飞跃带来了中医战疫的湖南经验。
在江夏方舱医院首批出院的23名患者
中，经湖南队治疗的达14人，住院时间
最短的仅为6天。

51 岁的胡女士刚进来时完全不信
中医，强烈要求转院。专家耐心劝导，为
她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内服清肺排毒
汤，配合增强免疫力的穴位贴敷、耳穴压
豆等综合治疗。短短几天后，她的症状明
显缓解，成了第一批治愈出院的患者。

“真的非常感谢，我睡得好多了！”
3 月 8 日，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患者赵阿

姨握着护士长蔡亚宏的手连声感谢。蔡
亚宏用一瓶特制精油，给她实施“芳香
疗法”缓解了她的失眠和焦虑。

“治病先治人，治人先治心。”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蔡亚宏带领蔡喆燚、卢
靖等6名队员成立了心理护理小组，24
小时在线接受患者的心理咨询求助。

“五气护身迎北斗，正气存内邪不
干……”3月10日，随着音乐的引导，护
士长章琼带领患者最后一次做“正气抗
疫操”。这套操由湖南新冠肺炎中医救
治专家组组长陈新宇牵头首创，简单易
学，特别是胸闷、气喘等症状明显改善。
患者说，做操后，胸中的一块“大石头”
被搬走了，出院后要将这套操推广给家
人和朋友。

感 控 小 组 严 保 医 护
“零感染”

“我们的目标是零感染！”来自醴陵
市中医医院的湖南院感专家廖立梅做
到了。她因此获评“武汉江夏方舱医院
先进个人”。

江夏方舱医院临时改造完成，2 天
内就要收治400名患者。这对廖立梅和
她的“感控五人组”是个不小的考验。穿
防护服的地方设在哪间房、哪间脱隔离

衣、哪里清洗护目镜、哪里安装紫外线灯
管、哪里设置护士站等等，都要短时间内
做好流程图、打印上墙，让 5 个省的队
员一目了然。驻地同样如此。如何进门、
哪里出门、工作服和个人衣服如何切
换、30分钟“消毒澡”以及分区换鞋、鞋
子专区专用等等，都要统一规范。

“感控五人组”对所有队员进行层
级管理、分批培训、集中考核，人人过关
才允许上岗。他们的培训对象还扩展到
保安保洁、驻地工作人员和接送的司
机。每天，在密闭狭小的污染区，廖立梅
和朱海利、陈明等护士长成了“黑包
公”，亲自值守监督，不容许有一丝差
错。舱内空气净化机通风口每日擦拭消
毒、如厕前先投消毒片入便池这类琐
碎小事，廖立梅也要管。

青春在战疫中锤炼成长
3 月 9 日一早，前晚刚出舱继续隔

离的 9 岁女孩“小拉丁”就给她的“大
圣”发来了信息：网络信号比舱里好，可
以好好上网课了，看不到“小亮爸爸”

“大圣”和准点出现的旺仔牛奶。
“大圣”是生于 1987 年、来自湖南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的医
生孙爽，“小亮爸爸”是 1985 年生的男
护士王小亮。平均年龄 33 岁的湖南支
援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中，80 后有 42
人，90后有23人。

“大圣”善解人意，会带一枝玫瑰给
情绪低落的患者小宇，会给想吃辣的患
者带一瓶辣腐乳，会把害怕做咽拭子的
阿姨哄得眉开眼笑。她和90后的熊辉、
王妍、熊焱臻、张上在紧张工作之余，还
会画出一张张插图，记录下这个春天方
舱里的生活。

1989 年出生的护士陈芊妤一直在
舱外工作，除了筹备召开临时党总支
会、组织集中学习、主题党日的党建工
作，她还是每天 24 小时在线的驻地生
活班一份子，负责物资发放、处所消毒
隔离、上下班叫车、后勤保障联络等。

22 岁的宁港来自浏阳市中医医
院。作为年龄最小的男护士，他理所当
然地包下了领餐、运垃圾、消毒等体力
活，穿着防护服运一趟就得歇两三次。
在方舱里，他还学会了教患者跳八段
锦。在 7 人的集体生日会上，他细心地
为一名没食欲的患者带回一块蛋糕。

休舱不休人，休舱不休战。湖南支
援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这个英雄的集
体，鼓足必胜的信心，随时准备投入下
一个战场。

中医“湘军”闪耀江夏
——记湖南支援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

3月4日，武汉江夏方舱医院里，湖南支援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队长朱莹和
医生们在问诊。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岳倩如 朱思可）3 月 10 日，
位于衡山县的华升金爽健康科技厂房
里，由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所属的中南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研发的全自动可溯源
口罩生产机一次性投产成功，第一批
5000个口罩试生产成功。

疫情发生以来，口罩的需求量不断
加大，各类口罩生产机更是一“机”难
求。省国资委党委在全面加强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强力推动省属国企转产口
罩、防护服和口罩生产机等医疗防控物
资和装备。

2月1日，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委
书记姚来英，副省长陈飞参加省国资委
疫情防控专题会，对湘投华升集团转产
进行部署。此后，省领导先后三次到转产
项目现场调研，就实现转产目标、加快车
间改造、做好设备材料采购等提出明确
要求，慰问战斗在项目一线的党员干部。
2月29日，省领导再次来到中南智能，了
解全自动口罩生产机研发制造进展情况。

1 天时间完成设计方案，2 天出图
纸，13 天完成口罩机研发……为了赶

进度，中南智能找到3个厂家生产配套
零件设备，派专人现场蹲点，督促生产
进度，现场解决技术难题。配套设备运
回安装车间后，7名工程师在现场不分
昼夜攻关，安装、接线、调试，一遍遍地
修正、改进，连续奋战 30 多个小时，保
证了口罩生产机顺利交付。

据了解，中南智能的这套全自动口
罩生产系统集成应用机器人、机器视觉
检测和区块链等技术，仅配员2人即可
实现从原料到入库的全流程生产，可有
效减少人工参与，还可实现品质追溯。
中南智能还将加速生产 6 台全自动口
罩机，7台设备投产日生产能力可达到
100万片。

省国资委调动省属国企一切资源，
全力推动湘投控股所属的华升集团医
用口罩和防护服项目，实现华升由医护
用品的应急性生产向医护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有序转产。

湘投华升集团加快证照办理、厂房建
设、设备及原料采购、生产工艺攻关；湖南
建工集团仅用6天时间，就建成了2800
平方米的医用口罩和防护服生产车间。

省国资委推动省属国企“跨界”转产应急医疗物资

13天成功研制全自动口罩生产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