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 带到患者的床头
——在武汉江夏方舱的26个日与夜

太阳

口述人：尹罗娟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岐黄护养中医组副组长、骨伤科护士长）

将新鲜的油菜花带到患者床头，为方舱带来一抹温暖亮色

口述人：罗芬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岐黄护养中医组灸疗队队长）

穿着防护服上下楼领取96位病人的饭，感觉快要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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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进军

用中医问诊法为150多
名新冠肺炎患者看诊

在疫情发生之前，我就认识湛
韬教授。他中等个，风度儒雅，俊朗
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平日他门诊
时不仅一号难求，就是在住院部坐
班，也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找他看
病。32 岁的湛韬，是长沙市第一医
院中西医结合科主治医师，一名中
西医结合学科医学博士，美国加州
大学戴维斯医学中心访问学者，主
攻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西医结
合治疗。

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成为省、
市新冠状肺炎救治中心，湛韬与全
院众多医护人员一样主动请缨，
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2 月 2 日，他
加入新冠肺炎疫情救治医疗队，
进入了隔离病区。他认真观察新
冠肺炎的临床特点，借鉴东汉张
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的“小青
龙汤”“五苓散”“小柴胡汤”，结合
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整理出
一套独特的中医药用于新冠肺炎
救治的理论依据，用中医问诊法，
为 150 多名新冠肺炎患者看诊，同
时还协同医院，研究了一副通用
的预防新冠肺炎的药方，这药方
不仅给医护人员增强了预防感染
的强度，并公之于社会，让许多人
受益。

穿防护服，隔护目镜、
双层手套，中医如何“望、
闻、问、切”

“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为何效
果明显？”面对我的这个提问，湛韬
回答：“中医治疗主要是治本。治疗
过程主要是从整体考虑的。通过辨
证论治，对症用药。中医用药讲究扶
正祛邪，调整阴阳，从根本上调整人
的阴阳气血失衡。”他介绍，根据临
床观察，新冠肺炎患者不仅病情分
轻、重、危重，体质也各不相同。有的
风热重，有的寒湿重，许多还有高血
压、冠心病、肾盂肾炎、糖尿病等等。
那么药方就得根据患者的脉象、肤
色、胃口情况、大便、小便的颜色等
等诸多方面综合考虑调整。

中医的诊断方法主要为“望、
闻、问、切”四种。穿着严密的防护
服，隔着护目镜和面罩，戴着双层手
套，给湛韬诊治带来极大不便。

如何化解这些不便？他通过耐
心问诊，观察患者眼睛、肤色、手掌
等，尽可能详细地采集病史信息，借
助病房内的公用手机拍下舌象照
片，转存后出去细致确诊，很快便适
应了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诊疗方
式。

与别的医生有所不同，湛韬每
天都要参与诊疗，需在各个不同的
病区穿梭。为保证病人都能及时得
到中西医结合治疗，他常常晚上进
入隔离病区查看病人，等观察完病
人、开好处方、写完记录，往往就到
了凌晨。

通过直接面诊大批患者，湛韬
发现，长沙地区的患者以发热、干
咳、食欲不振、疲劳、口干口苦表现
最为多见，肺热伤津和少阳郁热这
二种中医证型所占比率最大。因此
治疗上他应用清热润燥、和解少阳
的方法最多，整体上可以按中医“温
疠”理论论治。药方组成则根据患者
的身体状况及其他疾病的关联，适
量加入连翘、山慈菇、银花、青蒿等
清热解毒药。重症和危重症的患者
普遍有瘀有毒，虚实夹杂，中医药治
疗方案则主要从解决免疫力急剧下
降的问题入手，以减少患者因免疫
功能下降而导致合并感染的几率。

印象中的“老中医”
没想到是一名帅哥

湛韬摸索总结的长沙地区患者
的发病特点及应对措施有效提高了
治愈率。他还把自己在隔离病区观
察及诊治的效果记载归类，进行总
结分析，然后与同行们共享，为大家
在新冠肺炎的诊治工作中提供参
考。

为了便于沟通随访，湛韬让患
者添加他的私人微信，随时与患者
保持联系，接受咨询和收集反馈服
药后的感觉。在收集了一手资料的
同时，也及时了解患者心态，缓解他
们的焦虑情绪，获得了患者的由衷
称赞。

2 月 11 日，已经治愈出院的王
女士给湛韬写来感谢信：“在救治中
心 12 天，我出院了……印象中的

‘老中医’没想到是一名帅哥，业务
杠杠的，还是名心理医生，为我们树
立了莫大的信心，点赞！”

我还想说说我的先生。在方舱医
院的时候，我先生没像章琼的先生那
样跟她天天电话、视频，我就想，他怎
么就这么放心我啊？

后来我反省，爱人之间，还是
要 多 沟 通 。每 次 我 先 生 给 我 打 电
话，我都说我很忙。其实想想，我先
生也很辛苦，一个人带着读高一的
孩子，每次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
是晚上 12 点多了，但那个时候我都
还在谈工作……

从武汉回来那天，我坐在车上，
看见他在人群里左看右看地找我，那
一刹那，五味杂陈。就感觉，不管经历
了什么，有一个人在等着你，心里踏
实。

结束隔离第一天晚上，我和先
生说，出去走走吧。我们沿着一块
操场，东南西北地聊，从工作聊到
国家。我说，我们在武汉，所有的东

西都是捐赠的，连内裤、卫生巾都
有人捐。我们刚去的时候，真是冷
啊，第二天，马上每人一床电热毯。
我们的医护四班倒，有一天我和队
长说，我们有队员要晚上一点多去
方舱，司机跟我说，放心吧，我们一
定 会 等 你 们 的 ，你 们 都 这 么 辛 苦
了，就放心睡吧。我先生说，这次抗
疫，国家的负担很重，全国人民能
够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情，真是不
容易。

我们两口子，平日里甜言蜜语不
多，但那天晚上我说：“我对你还是很
满意的。”我先生很感动，说这是我说
过的最深的情话了。

我们达成共识，未来对孩子的教
育，家国情怀一定是不能缺少的一
环。

我们不只要关注这场疫情，还要
关注疫情之后我们如何生活。

因为长时间不能小便，我们
一位主任肾结石复发了

到达武汉方舱，前两天是穿脱防护服的
训练。穿脱防护服，有非常高的要求和技术
标准，我们练就了“十八般武艺”：一会儿“金
鸡独立”、一会儿“大鹏展翅”、一会儿“前俯
后仰”……身体柔软点的医护人员，穿脱防
护服相对容易，但每次也需要 40 分钟左右，
出一身汗。对那些有腰椎间盘突出、身体较
胖的人来讲，每穿、脱一次防护服，都是对身
体机能的一大挑战，需要1个小时左右，而且
大汗淋漓。这项关键动作，我们练了几十次。

接着是消毒隔离关。因为从病房出来，
有可能携带病毒，不小心就会带回卧室，带
给队友。只要有一个人没做到百分百的小
心，都有可能给全队带来风险。我们休息的
酒店铺的都是地毯，只有一个门进出，通风
条件不好，而病毒正是要靠通风稀释。我们
找政府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将会议室门和走
廊尽头的门都打开，然后在酒店临时设置了
消毒隔离区。

进舱后，我们的工作时长是6个小时，但
加上排队穿脱防护服等，真正在舱内的时间
达到了8—10个小时，甚至更长。

一套防护服的成本很高，当时物资也不
充沛，我们必须全程穿着它，根本没办法喝
水、吃东西、上厕所，只能穿着纸尿裤忍受饥
渴。我们的一位主任，因长时间不能喝水，肾
结石复发，忍着腰疼坚持上班；一位女医生上
夜班时，穿着尿湿的裤子度过了整整一夜；生
理期的女性医护人员更是苦不堪言……

舱内湘五病区所有病人都服用一种中
药汤剂，再根据发烧、咳嗽、腹泻、焦虑等不
同症状，配有四种中药颗粒剂；除了测体温、
血氧、血糖、血压，采鼻咽拭子等基础工作，
还要教正气抗疫操、贴耳穴、穴位贴敷、经络
拍打、穴位按摩等一系列中医组合疗法，进
行心理疏导等等。因为穿着防护服，平常的
说话、运动都会引起氧耗增加，常常会头晕、
头疼、心率加快、胸闷喘促，甚至出现血氧饱
和度下降等症状。

性命攸关的时刻，人性的光辉
最让人动容

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做好穿手术服、
纸尿裤、物品备用等进舱前准备，7点从驻地
出发，8点进舱，下午2点左右出舱，大约4点
返回驻地，淋浴半个小时，换洗衣服半个小
时。如果是下午班，下午1点从驻地出发，2点
进舱，晚上8点出舱，10点左右返回驻地。

我是临时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在舱外我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党建；作为湘五病区
的副护士长，我要合理安排全省 5家医院 52
人组建的临时护理团队的工作。忙完这些之
后，我还要整理白天收集的患者症状、舌脉
象和病历等资料，为中医护理临床研究做准
备，往往要忙到凌晨2点左右才能睡觉。

人一旦恐惧，免疫系统水平就会降低。
和病毒相比，心理上的疾病更是长期的问
题，所以要坚定信心，有乐观的心态、良好的
生活习惯。很多新冠肺炎患者心理压力非常
大，所以我们会尽力跟每一位患者交流、沟
通，尽力辅助他们放松，其实患者也很焦虑、
孤独，迫切希望跟人沟通。

有个9岁小女孩，跟妈妈一起来隔离。妈
妈治疗一段时间后康复出院了，但小女孩还
不符合出院条件。她非常乐观，成为大家的
开心果，会跳手语舞，还在我们背上写一些
鼓励的话语。孩子积极向上的能量，比很多
成年人强很多。

这些天的经历，让我体会到生命至上。
性命攸关的时刻，人性的光辉最让人动容。
通过媒体的大力宣传，你们看见了奋战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的拼命和努力，但还有很多很
多为我们服务的工作人员、后勤人员，他们
同样是英雄。

共同战疫，不只是我们对患者
的救赎，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救赎

我一直有一个感受，中医是值得一辈子
学习的生命课程。学好中医，要熟读经典。因
为中医不只是一种治疗体系，也是一种思维
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
体系和哲学体系。在方舱，我开了一个中医小
课堂，讲述一些中医文化知识。让老百姓信中
医、用中医、爱中医，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在方舱的这些日夜，直面新冠肺炎现
场，对中医、对国家、对生命，我有了更真实
的感受和更深刻的思考。不仅仅医务人员，
还有更多后方的支持，无数爱的力量汇聚，
才能让我们渡过难关。

大家都说医护人员是最美逆行者，是生
命的救护者。但我觉得，这种救赎，不仅是我
们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救赎，也是这场大疫对
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关于生命和生活的思考
和救赎。

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春天降临，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每个人的
床头，都放着一束盛开的金灿灿的油菜花。

自 2月 14日开舱以来，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 35 名医
护人员，在这里度过了26个与564名新冠肺
炎患者共同奋战的日子。

通过网络普及到家家户户的“正气抗疫
操”，正是由该院院长、湖南新冠肺炎中医治
疗专家组组长陈新宇带领医院岐黄养护中医
组组长章琼、副组长尹罗娟、成员罗芬共同编
创的一种抗疫疗法。

3月10日，江夏方舱医院宣布正式休舱。
自 2 月 14 日开舱以来，运行 26 天，共收治轻
症新冠肺炎患者564人，治愈出院392人，部
分病人转出，没有一人转成重症患者。

26 天，直面新冠肺炎现场。章琼说，“正
是无数爱的汇聚，让我们渡过难关”。

4月2日，回长后解除隔离第一天，章琼和
她的队友尹罗娟、罗芬讲述了那些担忧、勇气
和信念，那些她们在武汉江夏方舱的日与夜。

口述人：章琼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岐黄护
养中医组组长、心血管内科护士长）

直面新冠肺炎现场，一场
特殊的人生历练

这次去武汉抗疫，在江夏方舱奋战了26
天，加上14天的隔离期，正好40天整。

今天是结束隔离第一天。40 天里，心情
有起伏，但此刻回想起来，觉得人生有这样一
场经历，还是值得。这是不一样的人生历练，
和我们日常在医院工作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是真正的直面生死。

2月 20 日晚，我看到医院需要第二批医
护人员去武汉方舱医院的通知，第一时间报
了名。第二天，我在家简单吃了两口午饭，告
别爱人和小孩，就赶往医院集结奔赴武汉。

说实话，我们都有父母、孩子，谁不想岁
月静好、亲人相伴？但我为什么还是义无反顾
地奔赴抗疫一线？源于我内心对中医抗疫的
信心，因为亲证过湖南中医名家陈新宇教授、
胡不群教授治疗新冠肺炎的神奇疗效。

人的恐惧来源于未知。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这次去了45名队员，有一半人
在出发前都写了遗嘱，交待了后事，因为不知
道是否能全身而退。当时正是疫情高峰期，医
护人员被感染的报道很多。我当时想，万一被
感染了，中医药治疗肯定没问题。

编创“正气抗疫操”，简单易学，
人人适用

新冠病毒现在没有特效药，这是大家的
共识。它是变异的病毒，一旦感染，靠自身正
气（机体免疫能力）是可以抵抗的。人体胸腺
分泌的 T 淋巴细胞，是机体对抗病毒的主力
军。胸腺在青春后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
退化，功能也逐渐衰退。我们也看到，最早感
染的大部分是中老年人群体。

通过对新冠肺炎病情的了解和判断，发
病之始，它病位在肺，影响了身体气机的运
行，从而引发一系列症状。中医认为，肺的主
要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膻中穴是经络
理论中“八会穴”之一的“气会膻中”。我们在
继承《黄帝内经》和历代中医经典中抗疫思想
和方法的前提下，吸取了中国传统功法的精
髓和特色，结合现代医学免疫学的观点和理
论，创建了“正气抗疫操”——拍打膻中穴，借
助八段锦、站桩动作，融合冥想的理念，简单
易学，人人适用，有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辟邪
防疫的功效。

“正气抗疫操”在医院微信公众号发布
后，仅两天时间阅读量就达到10万+，新华社
客户端阅读量突破 100 万。“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是正气抗疫操的核心指导思想。进入
方舱医院后，我在患者中广泛推行这个方法，
对改善患者的胸闷、气短、喘促等症状，具有
良好的效果。

进方舱医院之前，都说不紧张，
但到了穿脱防护服时，真是紧张。进
舱要穿自己的衣服、手术服、防护服，
要穿三层鞋套，就像把自己放进了真
空包装。

第一天进舱之前，我早早地就想
好到里面该做些什么。但是进去之
后，因为缺氧，一下没适应过来，突然
不知道自己要干吗。

里面没有护工、没有保洁员，所
有的事情都由我们自己做，包括给
病人拿饭。湘五病区在江夏方舱的
二楼，96 个病人的饭要从一楼领
取，推上二楼，再逐个分发，完全是
体力活。第一天两手拎着那么重的
饭上楼，又穿着完全不透气的防护
服，我感觉自己要窒息了，心脏狂
跳。发完饭后，我不停按内关穴给自
己缓解。

下班出舱时，也是异常困难。

因 为 我 们 有 六 个 队 ，只 有 两 个 通
道，要一个个地排队脱防护服、消
毒，动作快的 40 分钟，慢的要两个
小时。

第一次脱掉防护服时，自己都
被吓到了，嘴唇都是紫的。10 个小
时没上厕所，但出舱后感觉已经没
有小便了，因为出了太多汗。吃晚饭
时，我们领队见我没怎么吃，就说：

“姑娘，这样不行，你要多吃点，不然
这么大的工作强度怎么扛得住？”但
我真的没有一点胃口。

后来，我每天早上七点起来就锻
炼身体。我不像章琼老师她们还要做
计划、写东西，我的工作相对单纯一
点，而且我一直上白班，不要熬夜，让
我可以抽出一点时间锻炼。

虽然害怕，但我们都铆着劲。我
们湘五病区的治愈率达到85%，我觉
得很有自豪感。

帅
哥
﹃
老
中
医
﹄

很多东西，没有身临其境时，是
感受不到的。我记得到达武汉的时
候，天已经黑了，路上一辆车、一个人
都没有，整个武汉静悄悄的，让人感
到无比凄凉。

我们住的酒店是被国家征用
的。去看场地的人员只想到我们可
以住得舒服一点，没想到消毒隔离
的问题。我们根据医护人员的防护
常识，对地毯、通风状况都进行了
沟通调整。让我们很感动的是，酒
店的后勤人员，觉得我们是冒着生
命危险去救人的，连行李都不让我
们自己拿。

为什么要送油菜花给病人？方
舱医院和隔离病房不一样。隔离病
房是负压病房，只有进去才有可能
感染，外面是安全的，但是方舱医院
不一样，病毒浓度高，我感觉比 ICU
还要危险。方舱有几道门，都是密码

锁。很多病人都是辗转了几家医院
过来的，见不到家人，内心惶恐，不
知道自己能不能治好，不知道还能
不能见到亲人。我们跟她们交流，有
些患者愿意跟我们沟通，有些则很
沉默，不愿意说心里的伤痛。我们就
为她们带点油菜花，为苍白的空间
增添一些暖洋洋的亮色，给他们多
一些温暖和希望。

出舱后，要喷三道酒精。雨靴泡
84，冲锋衣喷 84，然后赶紧洗澡。长
发每天洗真的太不方便了，所以我们
都剪头发。

在我们队，年纪最大的是章琼，
我排第二。去武汉之前，我自己也得
过重病。在武汉睡眠时间很少，我每
天下班后坚持给自己做艾灸，虽然只
能睡三四个小时，但艾灸后睡得很安
稳。这么多天高强度的工作，我是靠
艾灸让身体挺过来的。

不只关注这场疫情，还要关注疫情之后如何生活

章 琼
在 武 汉 抗
疫 期 间 写
下的“战地
诗篇”。
李婷婷 摄

4月2日，章琼（右）、尹罗娟（中）、罗芬（左）分享她们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战疫
的经历。 李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