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西州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

第一批：黄 娟 李康花 向美媛

田明超 王志凌 张 媚

师银莎 李孟帆 伍凌萧

龙冬桃

第二批：何 忠 石红印 彭 涛

张 帆 牛丽萍 蔡云春

张庭艳 聂八玉 欧小红

10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版式设计 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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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路“湘”伴 守望春归

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对病人，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在新冠肺炎战
场上，这句话让医护人员感触更为深刻。

18 岁的小虎 （化名） 曾是黄陂方舱 F 病区的轻症病
人。全家感染了新冠肺炎，父母都是重症。半个多月来，
他一直在发烧。因为失去了希望，他把自己“关起来”，
不与别人交流，不喝药也不吃饭。护士长李康花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每天工作之余，她都跑过来跟小虎聊天。
听到小虎说“我家完了，我也没希望了”。李康花紧紧握
着他的手，告诉他“不要怕，我们一起度过难关”！

为了让小虎吃药吃东西，李康花想尽了办法。听说小
虎爱喝可乐，她托人弄来了一大箱，并告诉小虎：“这箱
可乐是一位志愿者连夜敲了 10 多家商店才买到的。现
在，全国都在支援武汉，那么多素未谋面的人都在努力付
出，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回家。我们一
起加油！”这次，小虎认真地点了点头。

在李康花和护士们的耐心陪伴和努力帮助下，小虎越
来越积极乐观，渐渐地主动帮病友和护士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看着小虎一天天好起来，李康花心里真为他高兴。

“对抗新冠肺炎，医生能做的有限。病人要面对未知
的恐惧，加上治疗时没有家人陪伴，关键时候，我们就是
病人的‘救命稻草’。”李康花说。

的确如此——
黄陂方舱 D 区 65 岁的涂叔叔，新冠肺炎合并痛风发

作，疼得双腿不能下床走路。是男护士田明超主动承担起
照顾他的责任，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背老人洗澡、上厕所
……直到方舱休舱，他们又担心老人隔离期间病情加剧，
主动找到医生协调，帮助老人转去黄陂区中医院。

北七病区5床90岁高龄的冯奶奶，年迈体弱、长年卧
床、营养不良，进病区后又拒绝沟通和治疗，身体每况愈
下。是彭涛和护士们不退缩、不放弃，悉心照料、耐心陪
伴，有空就与她拉家常。冯奶奶的病情得到了极大改善，
拉着彭涛的手说：“谢谢你们，你们湘西妹子都是好人，
比我亲人还亲啦！”

在方舱、在隔离病房，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为了
“一起回家”的目标，护士们精心照料、真心关怀病人，
帮助他们抵御死亡威胁，重燃生的希望。

这样的全心付出，也得到了病人的回应。不少轻症病
人自发地帮护士们拖地、消毒、擦床栏。北七病房的一个
女患者，身体非常虚弱，可每当医生查房时，她都要艰难
坐起来迎接，气喘吁吁的表达对他们的谢意。北五病区46
床金女士，写了一封 《致湘西医护的感谢信》，信中说：

“谢谢您们十几个小时的不吃、不喝、不拉的守候，换来
我们的安心；谢谢您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每天浑身
湿透却换来我们的舒畅……”

而在病房之外，还有更多的力量在集结、更多的感动
在延续——

那是宾馆对面大楼居民们自发贴出的“感谢你们，逆
行天使”大字，是酒店大厅里堆满的来自社会各界的援助
物资，是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尽最大努力给他们提供的生
活便利；那是家人朋友“全力支持”“为你骄傲”的声声
表达，医院“娘家人”一箱箱装满关怀的快递、一通通嘘
寒问暖的电话……

重症监护室护士张媚说：“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对自己
的职业充满自豪感、认同感。”

支气管镜护士王志凌说：“援鄂就像一场洗礼，让每
个人都更加勇敢、更加坚强。”

医生何忠、石红印，看到共产党人为民担当深受感
召，写下入党申请书，成了光荣的预备党员，以更昂扬的
斗志奋战一线……

从各方汇聚的暖流，凝聚成了足以抵御疫魔、改天换
地的磅礴力量！

3月7日，黄陂方舱休舱，首批队员完成任务返湘；3
月10日，武汉最后一家方舱医院休舱；4月8日，武汉新
冠肺炎治疗压力减小，第二批州医院队员交接工作返湘；
4月11日，金银潭医院ICU区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春风拂面来，陌上花已开。
当“英雄们”陆续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湘西州人民

医院以“最高礼遇”迎接英雄，厚待英雄，大力弘扬他们
无惧生死、救死扶伤的精神。

院党委书记彭剑涛的话掷地有声：“救死扶伤，是医
护人员的天职，也是公立医院永恒的使命。不管未来遭受
怎样的挑战，州人民医院责无旁贷，我们时刻准备着，国
有召，召必来，战必胜！”

“医”行千里唤春归
——湘西州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员武汉战“疫”记

王 珊 向莉君 邓 进

4月 8日凌晨，夜已深了。湘西州康养中心门前
却挤满了医生、护士、家属和闻讯赶来的市民。人们
排起长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等待战“疫”英雄
归来。

零点22分，载着湖南省第五批、湘西州第二、三
批援鄂医疗队员的大巴车，缓缓驶进康养中心。人群
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迎接英雄凯旋”“向援鄂英雄
学习致敬”……醒目的字牌高高举起，男女老少挥动

着双手，欢呼声、道贺声、问候声交织在一起，响彻
在寂静的夜空。

一个多月前，也是在这座城市，58名医护人员先
后集结，组成湘西州医疗队驰援武汉。其中，州人民
医院（以下简称“州医院”）共派出两批19名队员。

从黄陂方舱到金银潭医院，从普通病房转战
ICU……在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州医人无惧生死，
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用生命点亮了希望的曙
光，用勇气、智慧与汗水贡献出“湘西力量”、彰显
出“州医担当”！

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
2020年2月15日，是一个让州医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上午9时，州医院接到上级通知，由该院和湘西州中医

院各派10名护士，组建湘西州援鄂医疗队。
距离出发只有三小时，时间紧迫！州医院发出紧急召

令。不出片刻，从各科室赶来请缨的医护人员就把会议室挤
得水泄不通。院领导宣读完上级文件，大家呼的一下从座位
起身，排队走向前排，在报名表上写下姓名、按上手印。没
有豪言壮语，只有跃跃欲出，人人化作了即将出膛的子弹。

决心最大的，莫过于呼吸一科护士长黄娟。这个土生土
长的武汉姑娘，自疫情爆发后就想回家乡支援。她请求长沙
的同业“前辈”带她同去，又多次向州医院领导表达援鄂的
强烈意愿，州里建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她更是全力以赴、
每天奋战到深夜……她说，“我就想和亲人、同学一起并肩
作战！”终于，她盼来了这次驰援武汉的机会。

和黄娟一样早已做好准备的，还有感染科护士长李康
花。作为一名感染“专业人士”，从建设医院定点病区到筹建
州定点医院，她自始至终冲在一线，大年三十后就没有回过
家。她的公婆已是古稀之年，家中两个小孩，大的11岁，小
的才3岁，需要妈妈照顾，可她却义无反顾报了名：“有些事
总要有人去做。好多年轻的医护人员都报名，我怎么能躲？”

呼吸一科护士田明超是个 20 出头的小伙子。他虽然没
抽中签，却铁了心要去：“疫情当前，好男儿就要冲锋一
线。疫情肆虐，谁不想活着？但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
他强行跟同事换了签，成为州医院第一批援鄂队员中最年轻
的一员……

短短半个小时，160 多名符合条件的“勇士”纷纷请
战。经过抽签以及慎重考量，医院最终选派了 10 名护士参
加援鄂医疗队，由黄娟担任队长、李康花担任副队长。

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州委副书记、州长龙晓华专程赶
来为队员们送行。州医院党委书记彭剑涛殷殷嘱托：“你们
是州医院的骄傲！一定要平安归来。”院长周明欢像一位父
亲送儿女上前线一样，为他们一件件搬运行李，看着他们乘
车离去的背影，泪水早已挂满了脸庞……

4天后，2月 19日，州医院再次接到湖南省卫健委紧急
通知，组建第二批援鄂医疗队。300 多名医护人员主动请
缨！经过层层选拔，最终由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一科主任何
忠、ICU 副主任石红印、护理部副主任彭涛等 2 名医生和 7
名护士担当重任，驰援武汉。

两批队员，共19个人。他们曾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孩
子的妈妈、是父母的“宝贝”，但此刻，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
的名字——“白衣战士”。在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里，他们援
方舱、赴“红区”、战疫魔，奏响了一首首生命的壮歌！

“疫”线冲锋 硬核担当

在武汉“前线”，州医院第一批队员跟随湖南省第三

批医疗队支援黄陂方舱，第二批队员则跟随湖南省第五批

医疗队支援金银潭医院。

不论哪一个“战场”，都充满着未知病毒带来的心理

恐惧和生死威胁；不论在哪一个“战场”，都要经受隔离

环境高强度工作带来的极限生理挑战。

队员张帆告诉我们，在隔离病房，每天穿着厚实不透

气的防护服，戴上重重的护目镜，穿脱耗时两个多小时再

加 6 个小时工作，每班 9 个多小时，不能吃喝、上厕所。

同时，护士们还要照顾患者的日常生活、巡视病情、组织

患者进行有氧运动、做好给药、抽血、咽拭子采集、心理

护理等等各种工作。一天下来，防护服里的汗就没干过，

累得坐着就能睡着。有的护士因为长时间空腹劳累，出现

晕眩、低血糖症状。但即使这样，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支持不住了就休整片刻再上“前线”。

黄娟是队长，也是最能吃苦的“女汉子”。她每天除

了夜查房，白班都是第一个进舱，最后一个出舱。为了守

护全队人的平安，她反复确认每一个细节：从工作服穿脱

规范到操作指导，从方舱里的护理工作到生活区的各种安

排……时刻跑在“大部队”前面，跑在可能发生的风险前

面。

采集核酸咽拭子是最容易暴露感染的环节，只要黄娟

在场，便主动负责几十份标本的采集；有队员穿着密闭的

防护服出现不适，她安顿好队员后，立马自己进舱顶上。

她说：“大家在舱里就是一个战队，如果人人都计较，那

还怎么打仗！”

她的这份“大气”也感染了队员们。不论是搬运物资

还是照顾病人，湘西队都是表现最勇猛的一个；最苦最累

的活，他们主动承担。方舱里160多个病人，湘西队一支

队伍就承担了三个区 65 位病人的护理任务。连湖南援鄂

医疗队总队长都忍不住评价：“湘西队吃得苦、霸得蛮、

耐得烦！你们的无私付出，为我们圆满完成任务作出了重

要贡献。”

红区战“疫” 生死营救

“我们湘西人心眼实，既然来了就要全力以赴，把事做
好。”在金银潭医院，州医院第二批援鄂队员也有着同样的
担当。

也正是这样的作风和担当，得到了管理部门的肯定，3
月 7日，金银潭 ICU需要增员，州医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中
专业对口的医生何忠、石红印，护士欧小红、张庭艳被选
中，转战“红区”。

“病人血压一直往下掉，出现休克症状，马上抢救！”
转战ICU的第一天，医生何忠、石红印刚刚进班，就有

一位91岁的危重症患者消化道“大出血”。来不及多想，何
忠、石红印与同组医生一道，争分夺秒为病人补液、打止血
药，输血……

起雾的面罩、厚重的防护服、多层手套影响了他们的视
觉、触觉，却没有影响他们救人的效率；接触病人血液、近
距离抢救气道开放病人，感染风险成倍增加，却没有吓退他
们救人的决心。经过 4个多小时的生死营救，患者血压恢复
正常，奇迹般地被医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何忠和石红印
忍不住击掌欢呼，涌出了激动的泪水。

“在ICU，我们每天都要和‘死神’打交道。”何忠告诉
我们，就在当天，医生们为一位新进ICU病房的危重症病人
实施了气道开放手术。那是新冠肺炎职业暴露风险系数最高
的操作。“虽然危险，但也要上。那一刻没考虑太多，治病
救人是医生的天职。”

由彭涛担任领队的护理团队，从北五病区转战北七病区
再到北五病区，始终吃苦在前，勇挑重担。同个战壕里的金
银潭医院北七病区护士长贾春敏不禁感叹：“我虽姓贾但我
只说实话，你们湘西团队是最棒的，没有之一。”

“我们没想过会来金银潭，更没想到会进 ICU。但既然
来了，就没什么好怕的。”张庭艳是州医院小儿重症科的一
名护士。ICU的工作她不陌生，但新冠肺炎重症病房确实是
感染风险最高、最危险的“红区”，这里到处都是气切、血
透病人，有的病人上了七八个泵，垒起来比人还高。护士们
一个人要单独管2、3个危重症病人，紧张和压力难以想象。
记得第一天进班，大家足足愣了十秒钟，但缓过神来后，马
上深吸一口气，全情投入工作。

队员欧小红身材娇小，小小的身体却蕴含着大大的能量
——第一天进隔离病房，恰好同组的三位都出现身体不适，
她一直坚持10多个小时，完成了4个人的工作。

那天，25床的病人心脏骤停。管床护士向离她最近的欧
小红求助。小红二话不说，立即为病人推药，做心脏按压。
穿着防护服，大力快速的按压动作会让人喘不过气来，而且
有可能会造成防护服松动。但小红没有一点退缩迟疑，她和
5 名护士竭尽全力、轮流上阵，直到医生穿好防护服赶来，
病人已经恢复了心跳，小红她们却累得瘫在了走廊上。

“后来，我脱防护服时发现裤带上破了一个小洞，这才
有点后怕起来。不过，如果有下次，为了救人，我还会那么
做。”欧小红轻声说着，语气却异常坚定。

“疫情肆虐，使命当前。谁不想活着？但有
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

——湘西州援鄂医疗队队员田明超

“最苦最累的活请交给我们湘西队！只要同心
协力，就能战胜疫情！”

——湘西州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黄娟

“冲上去那一刻什么也没考虑，就想着赶快
救人。”

——湘西州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何忠

“是你们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的守候，
换来我们的安心；是你们的悉心照料、耐心安抚，
换来我们的健康。”

——北五病区46床金女士

黄陂方舱
医院，患者与
医疗队员互相
致谢。

圆满完成任务，我们回家咯！ （本版图片均由湘西州人民医院提供）

奋 战 在
金银潭医院

“红区”。

隔离疫情不隔离
爱，医疗队为2月生日
的新冠肺炎患者庆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