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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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5 日夜里，疾风骤雨。23 时，武
昌方舱医院收治第一例患者。

原则上，方舱医院收治的是已确诊
且未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轻症患者。
为此，湘雅二医院医疗队在体育馆外搭
起用于预检分诊的帐篷。

发烧 39 摄氏度的付丹，2 月 6 日零
点过后被送过来。严格来说，那时的她
算不上诊疗方案中定义的确诊：做过核
酸检测，结果还未出来。帐篷内，医生看
她的CT，表示“已经很明确了”，于是她
被收进方舱。果然，当天下午核酸检验
出来结果为阳性。

武昌方舱对外发布称有床位，各个
社区就去排查，患者从四面八方涌来。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内科教授
肖奎看来，最让人为难的是，有社区工
作人员将危重患者送来，“非常紧张、压
力很大，又绝对不能放任不管。”

队员们迅速联系周围的定点医院，
不停接收各路反馈回来的信息:“哪个医
院能收”“有其他疾病，得先备好药品”

“救护车出发没有”……肖奎说，直到凌
晨3时，救护车来了，队员才松了口气。

按下葫芦又起瓢。患者从转运车上
下来，只能用外衣勉强遮住身子，一路
小跑到收治区；电源故障，导致电热毯
一度无法使用；灯火通明的大厅内，咳
嗽声、喘息声此起彼伏，很多患者难以
入眠，表现出抱怨和不满的情绪。供暖、
保电、安抚，一项一项接续展开。

混乱和有序同时发生着。一个晚
上，他们收治了 200多位患者。“我们没
经验，别人也没经验。这么多患者怎么

管？”徐军美回忆道。
经历着“兵荒马乱”，制度设计迅速

提上日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疗队
会同舱内 6 家医院，确定了咽拭子标本
采集及运送流程、病房巡诊流程、护理
工作职责等。

每有方舱开舱，床位都会“哗”一下
全填满，工作量非常大。这套后来被系
统总结为“武昌方舱医院的医疗质量长
效管理机制”的经验，逐渐推而广之，成
为武汉所有方舱医院的模板。

武昌方舱医院 A区的医生战队，分
为“一线班”和“二线班”。35 天里，他们
共同面对过近400位在床患者。

“一线班”，类似于平日里一线医生
值守的白班、中班、晚夜班，由湖北省肿
瘤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36名医生

“搭伙”，后又加入贵州医疗队的 3 名医
生；“二线班”就是湘雅二医院的医生团
队，负责指导、调整诊疗方案，解决复杂
疑难问题。

名义上是如此。“但是，湘雅的老师
们每天都会一起查房。”谈到共事的感
受，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
生李卫松用上了“细心”“认真”“谦虚”之
类的词，发出“湘雅不愧是湘雅”的赞叹。

肖奎和战友们严格执行国家诊疗
规范，以及诸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
等基础疾病的药物治疗。看上去较激进
的，在这里都不予采纳，肖奎说，就得讲
究科学、讲究循证。

病区里的几支医疗队联合举办“患
友知多少”知识比赛，患者的基本信息、
医疗信息、心理问题，湘雅二医院医疗
队的队员们倒背如流，甚至连电话号码
都记得清清楚楚。

李卫松尤其佩服肖奎：“他能记得
住A病区几乎所有患者的信息，对每一
位患者都很负责。”“有的患者每天都会
问我们一个重复的问题，那就是核酸检
测什么时候才能转为阴性。”李卫松说，
肖奎不仅能给患者分析提取标本、核酸
试剂的情况，还能根据家庭背景和心理
状态“对症下药”，增强他们战疫的信
心。

“胸片拍了吗”“还在发烧吗”“一定
多喝水”。与患者的沟通过程中，这是张
慧琳说得最多的三句话。张慧琳来自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担任武昌方舱里的
护理组长。“不能遗漏任何一位患者。”
回忆开舱时的手忙脚乱，尽管医护人员
为抢时间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对患者打
针吃药体贴入微，她还是觉得做得还不
够，还可以更好。

2 月 11 日，武昌方舱医院首批患者
康复出舱；

2 月 19 日起，武昌方舱医院“入舱”
人数少于“出舱”人数；

2月 27日，中央指导组公布，武汉的
方舱医院已经实现“床等人”。

……
据统计，武汉的方舱医院共计收治超

过12000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占武汉所
有确诊病例的四分之一。极大缓解定点医
院的收治压力，保证“应检尽检、应隔尽
隔、应收尽收”，方舱已到休舱之时。

鞋套摩擦地面的声音，伴随着防护

服的高密度聚乙烯面料，哗啦，哗啦，哗
啦。张慧琳很是熟悉，又有些恍惚。3月 9
日，最后一次入舱，她情绪有些复杂。她
亲眼见到患者心态由惶恐变为平静，以
及医护和患者的关系越发融洽。“这是大
家一起并肩作战的地方，以后想在方舱
里面上班也没机会了。”

医生不了解、病人不认同、社会不理
解，这是创建初期的武昌方舱医院。历经
无数风浪，这艘生命方舟，完成医护零感
染、轻症零死亡、出院零回头的使命。

生命方舟停泊了。胜利的曙光，就在
前方。

开舱

满舱
3 月 9 日，在洪山体育馆前，一群工

作人员把记者叫住，请求为她们合影，理
由是：也算间接做了救死扶伤的事。

她们是武汉市艳阳天餐馆的员工。
董立红是彭刘杨路店的店长，每天她要
和同事把温度不低于 50摄氏度的餐食，
送到武昌方舱的清洁区门口。有大半个
月，每天要送的餐盒超过 1000 份。最近
一周份数不多，董立红却打心底里高兴。

从彭刘杨路店到洪山体育馆，开车
约 15 分钟。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从内场
进入清洁区取餐，更衣和消杀都要花费
不少时间，董立红只能尽量选在方舱医
院医护人员交班的时候送餐。

餐食有鸡肉、牛肉、基围虾，配着牛
奶、水果。患有糖尿病的，护士们都会记
录下来，给他们提供无糖的食物。有的是
回民，配送的就是清真食物。

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方舱医院不仅
是医院，也是患者的“家”。随着更多患者
入住，如何管理的问题浮出水面。

最多的时候，A 区的 249 张床，住下
了 239 人。单靠湘雅二医院和其他省市
支援过来的一些护士，不足以管理这么
多患者的日常生活。

发饭发药时，总有几个人上前帮忙。
他们自作主张地命名了各自负责的部
分，一区、二区、左区、右区，后来演变为
选出“区长”、自我管理。当上了“区长”的
张女士很积极，地面电线导致护士推治
疗车受阻，她就帮忙抬一下；行动不便的
患者想找医生，她主动过去叫医生。

志愿者也有行动。入舱的第二天，付
丹看到有人收拾垃圾。她感到有些奇怪，

清洁工人怎么没有穿防护服？一问，原来
那人是 159 号床的病友。这对于付丹来
说是个转折点。她本来充满消极情绪，目
睹了这一幕，她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事情。
开水区地上总是湿漉漉的，原因在于热
水器都没有装下水口。于是，她跑到馆
外，找了几个废桶，把管子接到里面排
水，水满就倒掉。慢慢地，她发现，更多人
自觉在付出。

除了医护人员、“区长”和志愿者，还
有公安民警化身“万能服务员”，环卫工
人坚守岗位，共同维系方舱运转如常。

“方舱里收治的都是轻症患者，但他
们具备完全的行动能力。”张慧琳说的这
句话，有层隐含意思：一旦患者有不良情
绪，极易发酵扩大。这对于医护人员和周
围病友，也是潜在危险。

医疗队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患者进行
心理辅导。徐军美介绍，目前共编写了两
版心理疏导手册。第一版名叫《走进方
舱》，帮助患者面对初入方舱的各种心理
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出舱”，
第二版手册命名为《走出方舱》。

湘雅二医院心理咨询师刘进被称为
“心灵小王子”。他鼓励患者将春天画出
来，把心声写下来，还举办了方舱版“我
是歌手”活动，为他们建立了“心灵氧
吧”。

“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
窗。”手机循环播放着《心墙》，203床的阿
姨坐在病床上，沉浸在音乐里。数着日
子，已是她进舱的第 20 天，离这里休舱
只有 1 天。她想着眼前的病情，更计划着
邀请护士们去黄鹤楼看看。

休舱

3月10日，一名出院患者准备乘车离开。当天，该医院最后一批49名患者康复出舱。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3月9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队长
汪洋（右一）和队友核对最后准备出院的几位患者资料。

3月9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们给患者送中药。

湖南日报记者 邹晨莹 辜鹏博

3 月 10 日下午 3 时，武汉市民文昌
平“出舱”。

他径直冲着印有“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的蓝旗走去。到了医疗队队员跟
前，文昌平笔挺地站着，敬了个标准的军
礼。他有些激动地说：“我终于看到了你
们的模样！”

文昌平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徽章，
是队员们送的，“别的都不带，也要带走
它”。他说，自己是毛主席的“铁粉”，因为
在方舱里的日子，越发喜欢湖南人。

他是武昌方舱医院最后一批出舱的
49名患者之一。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当日下午 5 时，14 支医疗团队的医护人
员声震云霄。至此，武汉所有方舱医院

“关门大吉”。
从“一床难求”的困境，到“应收尽

收”发挥最大效能，再到投入使用后逐渐
实现“床等人”，最后扭转局面全部休舱。
37 天内，“生命方舟”书写了同舟共济的
中国故事，创造了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
显示了磅礴雄厚的中国力量。

3月10日，武昌方舱医院，休舱仪式上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举起“武汉胜、湖北胜、全国胜”字眼的牌子合影留念。当天，武昌方舱医院休舱仪式在洪山体育馆南门广场
举行，武汉14家方舱医院完成历史使命，全部休舱。

3月9日，夜幕降临，武汉市洪山体育馆的灯光点亮城市。2月3
日，这里成为武汉首家方舱医院，也是该市最晚休舱的方舱医院。

建舱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是提出在武

汉建立“方舱医院”的关键人物。
作出这一判断，源于患者收治难的

尖锐矛盾。彼时，新冠肺炎患者就医数量
激增，但武汉市医疗资源远不能满足床
位需求，大量确诊和疑似患者未能入院
得到救治。

一边是床位奇缺，一边是大量患
者待收治。两难之下，方舱医院应运而
生——用最小的社会资源、最简单的
场所改动，最快地达到提高收治容量
的目的。

2月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布公告，洪山体育馆等三地入
选，将分别改建为方舱医院。事实证明，
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关键之举。

徐军美记得格外清楚，2月3日晚接
到召令，2月4日13时55分抵达。徐军美
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此次率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前来支援。

42个人，10台车，浩浩荡荡，他们是
全国首支抵达武汉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他和团队里的医护人员，都是“来了
才知道是办方舱医院”。

看着眼前的洪山体育馆，大家一脸
茫然。但时间不等人，湘雅二医院医疗队
迅速投入战斗，全面参与基础设施改建。

虽无先例，但改建方舱医院并非无
章可循。“计划 800 个床位，原本分作东
区和西区。后来，我们去看场地，床位过
于密集，不能满足院感条件。只好把铺好
的床撤走一小半，又开设地下一层作为
第三个区域。这就是武昌方舱的 ABC三
个病区。”徐军美说到武昌方舱医院，就
像一位建筑师端详自己设计的大楼，或
是工程师查看自己研制的机械。

大到设定“三房两通道”，规划床位
数量供应、分区隔断防护、电板线路，小
到确定床单颜色、床位标识，事无巨细。

33 小时，他们“抢”出了武汉第一家
投入使用的方舱医院。体育馆内的角落
处，至今还有条横幅：“努力到无能为力，
拼搏到感动自己”。

院感防控如何保障？更重要的难题
摆在面前。

平时医务人员在防护方面都不怎么
讲究，湘雅二医院感染科医生田沂给每
位医疗队队员强化“进入方舱，三级防护
必不可缺”的观念。1件防护服、2件隔离
衣，不仅花费时间，而且极耗精力。出来
时又要把它们一步步脱掉以保证不受病
毒感染。这个流程多达十几个步骤，不光
外行弄不懂，即使是医务人员，也要严格
培训、反复演练。

“很多细节都是边看边改。”田沂记
得，有的隔断处就是简单一扇门，且上下
缝隙相当大。他们眼见所有的缝都被封
住，才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没看到，就
是大隐患”。

临开舱前，队员们曾经想象，那么多
的陌生患者，每一个都携带新冠病毒，等
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有人形容当时的
感受：“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沉重。”但不
确定感在收治患者的一刹那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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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武汉3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