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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最美致敬最美““逆行者逆行者””

用爱呵护用爱呵护““白衣战士白衣战士””筑牢生命防线筑牢生命防线

2月8日晚，医院第二次出征
武汉的集结号吹响，2月9日清
晨，1992年出生的许超和他的队
友踏上了征程。

到达武汉后的许超，总是主
动帮助队内的成员，物资来了，
他和其他几位男同志一起下去
拿，工作上需要有人临时上班
时，他也主动提出上班。在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光谷院区正式开展工作的
第四天深夜，因患者数量增多，

病情又都是重症甚至是危重
症。第五天凌晨需要临时增加
两名护士上班，许超第一时间要
求上班，队内的成员都怕他吃不
消，因为许超已经连续上了两天夜
班，回到驻地常常是凌晨，休息时
间并不多。但许超只说了一句：

“没事，我吃得消。”当天凌晨两
点，他坐上了去往医院的班车。

在上班前的班车上，许超总
是在脑海中把患者的基础情况
再次回忆，结合每天发在护理群
中的交班情况，在未进病区前，
许超心中已经对患者的护理有
了大致的概念。就这样，许超快
速地融入了新的工作环境。

到了病区，许超做好一切防
护措施，进入病房。与上一班交
接好患者的情况后，他就开始了
新一天的工作，平时做惯了的各
项危重症护理，在穿着手术衣、
隔离衣、防护服、隔离衣四层装
备的情况下，难度呈现几何倍增
加。由于使用有创呼吸机的患
者需要进行吸痰等密切接触患
者的操作，风险也在随着护理难

度的增加而增加。每一位这样
的患者都需要专人专护，许超的
上班时间需要寸步不离患者。
密闭的空间，闷热的环境，每一
分、每一秒对人体的承受能力都
是考验。

“隔离病毒，隔离不了爱，为
爱逆行。”这是许超最想说的一
句话。

人物名片：许 超
单位：市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

“隔离病毒，隔离不了
爱，为爱逆行。”

许超在救治患者许超在救治患者

作为一名积极要求上进的
入党积极分子，1987年出生的王
双欢在得知武汉需要医护人员
支援时，她意识到，要和党员同
志一样，要在被需要的岗位上发
挥能量，于是她主动请缨支援武
汉一线，用重症专业知识去帮助
一线的患者。

作为小组长，在床位安排
上，王双欢会提前做好功课，根
据每一位组员的能级、专业来分
配床位。当同事遇到困难，她会
主动去帮助，共同参与，解决问
题。有一次，20床的婆婆指脉氧
下降至80%，听医生说要插管上
有创呼吸机，她迅速从器械室推
出呼吸机，安装好呼吸机管路，

备好湿化水，又推来电动吸痰
器，安放在备用床边（因有创通
气的患者要单独安放）。她总是
说：“做事趁早，提前做好准备，
内心踏实。”组员们在调节仪器
方面有问题，总是亲切地叫她

“双欢姐姐，来帮我看一下”。有
天大夜班，一名患者监护仪的

“滴滴滴”的音量太响了，影响患
者休息，组员经过自己的调节未
能解决，找到她，她立马到床边，
对着屏幕研究，终于把“滴滴滴”
声音调到最低，降低夜间病房噪
音。不管是谁的病人，只要有需
要帮助的地方，她都会尽力把大
家的问题解决好。

一切好像做梦一样，当她层
层防护，穿着如同铠甲战士一样
的防护服踏入病房时，就无所畏
惧，工作如意料之中一样繁忙，
平时训练有素的工作习惯让她
很快适应了高强度工作，连续几
小时不吃不喝、护目镜中的汗
水、鼻梁及脸颊上的压痕、干裂
的嘴唇、指腹发白的双手都真实
地发生在她的身上。有一回大
夜班，凌晨3点，由于护目镜压得

太紧了，如同孙悟空的“紧箍咒”
一样，使得她额头及鼻梁异常疼
痛，再加上后半夜身体素质差了
些以及隔着两层口罩导致的缺
氧，她出现了恶心的感觉。但她
一直坚持到早上8点，等到接班
的小伙伴们接班才出隔离病
区。她始终相信：“沉舟侧畔千
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人物名片：王双欢
单位：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在被需要的岗位上
发挥能量”

王双欢王双欢

2月 8日深夜，还在值夜班
的汤铭阁得知武汉地区需要医
务人员增援，他毫不犹豫就报
名了。

2月 9日晚上 7点半左右，
1987年出生的汤铭阁抵达武汉，
匆匆办好入住手续，来不及洗
漱，立即参加宜兴医疗小组全员
会议，建微信群，分发医用物资，
了解工作纪律与个人安全防护
要求。所有事情安排妥当，已经
深夜。在过去的30个小时内，汤
铭阁仅仅睡了4个小时。

投入工作后，陌生的工作环
境及流程给汤铭阁的内心带来
了不安。由于不习惯使用尿不

湿，为了减少排尿，汤铭阁每次
在进入病房前都尽量减少饮
水。闷热的防护服、双层的外科
手套、勒得紧紧的防护口罩，强
大的工作负荷，每一项都给汤铭
阁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每一次脱去防护服都发现穿在
里面的衣服已经湿透，回到酒店
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狠狠地
喝上两瓶矿泉水。”他笑道。

作为医疗队里的年轻同志，
汤铭阁喜欢把重体力工作留给
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男同志，体
力上要优于老同志以及女同志，
我尽量让上夜班的女同志能多
休息一会，我身体好，能坚持。”
他总是这样说。

到武汉第6天，一场大雪不
期而至，给队员们带来欢喜的同
时，也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困
扰。那天汤铭阁陪着患者去做
CT检查，从病房温暖的环境出来
一下子遇到刺骨的寒风，湿透的
衣服仿佛瞬间变成了一个大冰
块贴在后背，让人冻得瑟瑟发
抖。等到患者都做完检查，他已
经在寒风中等了足足1个小时。

抗疫一线的生活是枯燥的，
汤铭阁每天都重复着医院、酒店
两点一线的生活。忙完一天的
工作，回到酒店，透过窗户眺望
远处，只看见空旷的马路和尚未

完工的大楼。这样的景象日复
一日，不知何时能改变。每天通
过手机和家人视频聊天，是汤铭
阁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哪
怕一句话，让家人知道自己一切
都好，我就踏实了。”通过屏幕看
着儿子每天都无忧无虑地快乐
成长，给了汤铭阁很大的安慰，
他内心的焦虑也逐渐得到缓解。

17年前“非典”肆虐时，汤铭
阁还是一名高中生，那时的他觉
得医生了不起。17年后，万万没
想到自己成为了抗击疫情的一
员。他说：“有生之年能在国家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将是我毕生的荣耀。”

“抗击疫情是我毕生荣耀”

人物名片：汤铭阁
单位：市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

汤铭阁汤铭阁

虽不是党员，但在医院第一
次招募支援医护人员时，1989年
出生的邵秋红就报了名。她说，
自己体力和精力充沛，在急诊
ICU工作9年，更适合危重病人
的护理与抢救，孩子的教育交给
身为人民教师的爱人，也没有后
顾之忧。

来到武汉，护理着不同的病
人，邵秋红也从没忘记自己科室
的“三心”护理，真心相待，细心
观察，精心护理。记得那天邵秋

红负责看管3个房间，9个病人，
有6位重症病人连接心电监护，
其中20床的婆婆最严重，连接着
心电监护、无创呼吸机，各项指
标都不是很好。从早上8点接
班，邵秋红就一头扎进了病房，
短短的一个早餐就喂了 20 分
钟，还要时刻观察脱下无创面罩
后婆婆的各项指标，从早上的治
疗开始到上完补液已经10点，
突然婆婆的氧饱和度下降至
80%，她又紧急协助医生进行气

管插管，抢救安慰患者，迁床，做
记录，一切工作做好早已经过了
下班的时间点，她还不放心离
开，守在婆婆床前观察生命体
征。那天下班，她的衣服从后背
湿到了裤脚。

生活中的邵秋红是一个比
较内敛的人，可是在工作中她
却从没有退缩，始终保持勇往
直前的状态。每次上班她都主
动要求先穿防护服进入病房，
主动要求负责危重的病人，将
稍微轻点的病人留给队里几个
90后的妹妹。与工作上的辛苦
相比，让邵秋红更难熬的是对
孩子和家人的思念，但是她不
悔，每天下班回去最开心的时
间便是与家人的视频，还在上
幼儿园的孩子不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不知道武汉在哪里，但
他知道妈妈在救人。邵秋红也
觉得亏欠孩子，陪伴他的时间
太少，出征前也没来得及看一
眼在外婆家的孩子。但是邵秋
红相信，言传身教，她已经用实
际行动教会了儿子什么叫职业
担当。

“三心”护理 勇往直前

人物名片：邵秋红
单位：市人民医院急诊ICU 邵秋红在病区工作邵秋红在病区工作

个子不高，却很精神；语音不
高，却掷地有声。在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
院区，有一位来自江苏宜兴的“硬
核医生”——他曾在重症病房不
吃不喝、不眠不休连续奋战16个
小时，只为救治更多的病人。他
就是无锡市最美战“疫”先锋、市
中医医院党委委员、第九党支部
书记、ICU兼急诊科主任万国强。

2月8日深夜，市中医医院接
到上级号令，火速组建第二批支

援武汉医疗队。1974年出生的
万国强，早已写下请战书，请缨带
队出征，终获组织批准。到达武
汉后的第三天，为了方便工作，节
省时间，万国强自己动手理了个
光头，被同事们笑称为“光头
强”。他不顾自己身患高血压，还
曾得过“小中风”，经常通宵达旦
地忘我工作，被同事们誉为重症
隔离病房里的“拼命三郎”。

万国强负责的床位上有位
76岁的危重症患者，通过10多
天的经口气管插管、机械辅助通
气等积极治疗，病情仍未见明显
好转。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加
强气道管理，促进病情恢复，万
国强所在的医疗小组经过充分
讨论后，决定为其实施床旁经皮
气道扩张开放术。如果在以往，
这并不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操
作。但由于隔离病房不具备负
压系统，在为病人进行气管切开
时，气道打开的瞬间会有大量病
毒喷射而出，操作医生感染风险
非常大。而且，由于患者比较肥
胖，气管暴露困难，医生又戴着
头套、护目镜和双层手套，导致
操作难度成倍增加。为了确保
手术万无一失，术前，经验丰富

的万国强充分考虑到相关不利
因素，制定了缜密的应急预案。
3月8日，万国强带领组内队员，
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地为患者成
功实施了经皮气道扩张开放术，
用医者担当和妙手仁心为这位
危重症患者重建了生命的通道。

在“疫”线奋战的50多个日
日夜夜，每天面对高风险、高强
度的工作，万国强坦言自己有时
也会害怕，也会疲惫，但身为党
员，是党旗的指引，身为医者，是
责任的担当，激励着他在抗“疫”
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顽强
战“疫”。

不忘初心，顽强战“疫”

人物名片：万国强
单位：市中医医院急诊科/

ICU

万国强和患者合影留念万国强和患者合影留念

1989年出生的孙磊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此次已是第二次出
征参与大型医疗救援任务。早
在2014年，他就曾参与昆山“8·
2”爆炸事故伤员的救治支援工
作。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
看到前线急需重症护理人员时，
再次主动请缨前去支援一线，用
他的重症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救
援经验去医治前线的病患。

工作中，他作为小组长的主
要职责是统筹安排组员工作，根
据病人护理级别进行相关护理，
评估病人；协助护士处理医嘱，
在电脑上处理一些事项，医嘱出
来后，分发到管床护士手上执行
相关治疗。除了要重视工作上
的各项内容，他也要时刻关注组
员的身体状况和情绪。

在出色地完成自身工作的
基础上，保证护理质量。院感工
作是重中之重，“祸起于细微，疾
患于所忽”，稍有疏忽，就可能酿
成大错，所以在消毒工作上，一
直是精益求精，严苛要求。有一
次，孙磊在组建的工作群中得
知，有一位患者抢救插管上了有
创呼吸机。他因担心病人的病
情，连夜梳理相关重症护理的专
业知识，提前为隔天上班作了充
足准备。当天上班后，孙磊匆匆
吃了几口饭进入病房，和同事完
成交班手续，来到这位重患身
边，看着患者病床上的各种仪
器，他熟悉地开始检查起呼吸

机、吸痰器、镇痛泵、镇静泵、升
压泵、速尿泵以及俯卧位通气，
他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医院，回
到了之前在危重症病房里的日
子……他配合医生对患者的治
疗进行了调整，直到患者的情况
平稳下来，才离开病房巡查其他
患者去了。“术业有专攻”，他在
熟悉的专业领域感受到了自己
的价值所在，不管有多危险，不
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作为医护人
员都会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准来
护理病人，减轻患者的痛苦，直
到病人康复出院。

“迎着最困难的任务上。”孙磊
说，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往哪里。

“迎着最困难的任务上”

人物名片：孙磊
单位：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

孙孙 磊磊

今年是余莉工作的第17年，
先后在该院急诊科、内分泌科工
作过的她，对于急救、处理危重
症患者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出
征集结号吹响的第一时间，她就
报名，她未通知家人，她相信，同
在一家医院工作，身为医生的丈
夫也一定会支持她这个决定。

2月8日晚10点多接到驰援
湖北的消息，第二天一早，1982
年出生的余莉就踏上行程。出
发前，夫妻二人隔着车窗互道珍
重。

余莉是第二批支援武汉医
疗队护理小组的组长，是护理组
中最资深的骨干。到达武汉后，
余莉立即参加了无锡第二批支
援武汉医疗队的护理小组会议，
统筹组员信息，分配好工作，之
后带领组员在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
区救治护理患者。在病房工作
时，余莉作为小组组长，需要根
据组员的能力及专科安排好工
作，组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
题，第一时间找的就是余莉，有
她在，小组就像有了主心骨，再
忙再累都不怕。第一个进病房，
最后一个出病房，这是余莉作为
组长的一天。

余莉要做的不仅仅是组员
们工作生活上的安排，还需要关
注组员们的身心健康。她和领
队沟通，调整大家的工作节奏，
增加互相之间的交流，确保每个
人都能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这
份有挑战的工作。

在大家结束一天工作，疲惫
入睡后，做好常规消毒的余莉还
要完成其他作为组长的任务，驻
地那盏忙碌到深夜的灯一次次

照亮了她的窗。余莉的眼眶下
经常有黑眼圈，面对额外的工
作，余莉说，“我是组长，我要尽
责！”

每天下了班以后，和家人的
视频时间，是余莉最放松的时
刻。在疫情肆虐的时刻，不能在
家陪伴父母丈夫和孩子，也让余
莉对家人有些愧疚。但余莉的
父亲说：“一人抗疫，全家光荣。”
这让她充满了力量。

人物名片：余莉
单位：市人民医院内分泌

科

“我是组长，我要尽责！”

余余 莉莉

“我申请支援湖北，理由有
三。第一，我是入党积极分子，
国家有难，响应号召，理应冲在
最前面。第二，我长期在内分泌
科工作，同时具有外科和重症医
学科轮转经验，可以护理拥有多
种基础疾病的危重症患者。第
三，我的牵挂少，可以一心扑在
抗疫前线。”这是1994年出生的
唐慧琳，写给组织的一封请战
书。

今年是唐慧琳在市人民医
院工作的第5年。唐慧琳在医院

第一次发出出征集结号的时候
想要报名，遭到了父亲的反对。
但是她一直牵挂一线的救治情
况，当第二次出征集结号吹响的
时候，唐慧琳瞒着父母报了名。
2月9日，唐慧琳随无锡支援武汉
医疗队支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到达武汉的第三天，唐慧琳
和队友正式进舱工作，不到2个
小时，收治患者共计12名。40
个小时，无锡支援武汉医疗队接
管的病区50张床位全部收满。
她说，电梯间挤满患者的场景此
生难忘。忙碌，让她快速适应了
白天黑夜的转换，她们是穿梭在
黑夜里的白衣客。

多日的救护，让唐慧琳与患
者之间有了默契。5床的梅婆婆
总是喊她“小唐”，一天，婆婆看
到她防护服上写的“糖糖”，对她
说：“你是我的甜蜜蜜。”那一刻，
唐慧琳的心宛若泡在了蜜罐
里。6床的代婆婆也已经能够闻
声识人，每次进病房，唐慧琳总
是先打一声招呼，然后人还没有
走到6床的床边，婆婆已经知道

是“小唐来啦!”
正是这样一群可爱的患者，

让唐慧琳愿意不舍昼夜坚守在最
前线与病毒战斗，因为她们，赋予
了医护这份职业再一次的温暖。
支援武汉期间，唐慧琳在日记中
这样写道：“山河无恙，是因为有
先辈英烈用鲜血创造；国泰民安，
是因为新时代的人用生命守护。
他们的肉体已经陨灭，但他们的
灵魂与精神将与我们同在。”

奋斗前线 守护生命

人物名片：唐慧琳
单位：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唐慧琳在病区工作唐慧琳在病区工作

最美“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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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愈演愈烈。24岁的沈金菊在医
院第一次发出召集令支援武汉
的时候没有去成。不过她时刻
关注着疫情，“这是多少个家庭
的分离，我忍不下去。”当医院招
募第二批支援武汉队员时，她做
通父母的思想工作，“虽然能力
有限，但愿意为同胞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经过培
训，沈金菊就进入了临床。每次
下班她都有些许不舍，脱下防护
装备的瞬间，她都会有冲动想回
去再看看护理的那些重症患
者。而整个上班期间的艰辛只
有亲身体会才知道。最初，她的
班次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平
时简单的操作，由于身着防护服
和戴手套增加了很多难度，尤其
是静脉条件较差的患者，血管难
以触及，全凭手感。连续6小时
的工作要是在平时还算轻松，但
长时间穿着防护服导致呼吸困
难、胸闷等症状的出现，连续操
作一段时间必须要大口呼吸才
能缓解。有一次护目镜系得紧，
她的后脑勺从开始一直疼到最
终护目镜脱下来的那一刻。为
了节约防护物资，在这6小时工
作时间里是尽量不上厕所、不喝
水，从中午开始，沈金菊就减少
了水分摄入，一个班次由于全程
出汗，所以总有明显的虚脱感。

沈金菊却说自己所承受的
这些和患者相比都不算什么。

有些患者说吃不饱，她就把自己
的零食带给他们；有些患者焦
虑，她就在床边握着他们的手轻
声抚慰……“我是一个普通的护
士，但当我穿上工作服我就是一
名战士，我可能只是贡献了一点
绵薄之力，但是我们所有人的绵
薄之力汇聚在一起，一定是能战
胜一切的强大之力！”沈金菊对
自己的选择非常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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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萤火 点亮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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