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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抗“疫”一线的声音
★韩洪志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急诊科主任

支援地点：湖北鄂州市中心医院

时间：2020年3月1日

转眼间，北大医疗集团医疗队驰援鄂
州，抗击疫情已经10多天了。随着近几天

鄂州新增确诊零报告，住院病人一天天减

少，自己的心情也逐渐轻松起来。

赴鄂出发的那一刻我们都明白，此次

援鄂医疗队是带着使命出发的。不但要提

供高水平的诊疗服务，更要保证医疗队每

一名医护人员安全凯旋，才算是圆满完成

任务。
进入十一楼重症组工作后，在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很快

进入状态。但是工作中

困难还是很大的，穿上

三级防护服，出现了胸

闷、憋气、恶心等不适

症状，本来很熟悉的操

作如动静脉穿刺、取咽

拭子标本、气管插管、
气管切开等也变得异常

困难。但我们一一克服

了这些困难，得到了当

地医护人员和病人的认

可。看着病人病情好

转、出院，住院病人一

天天减少，我们心里无

比的开心，这也是对我

们工作的最大肯定，是
我们工作的最强动力。

我们坚信一定能赢得这

场战争的胜利。疫情不

去，我们不回，我们有

信心保证高质量完成驰

援任务，更有信心把每

一名队友安全带回家。

★寇金柱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支援地点：湖北鄂州市中心医院

时间：2020年2月27日

作为本次援鄂医疗队ICU院感防
控医师，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每

一位患者、每一件小事都要重视起

来。

平时照顾的一位老人病情突然加

重，已经给予气管插管维持呼吸，但

病情依旧很严重，加用血液净化清除

炎症，为其股静脉血滤置管，超声定

位后，手消后戴上三层手套，开始操作。但和平时应用的东西完全

不一样，既往习惯完全打破，按照现有的规则，一步一步做，终于
顺利完成了操作。

今天的一位年轻患

者 ， 血 管 条 件 良

好，为预防导管相

关性血流感染，为

其 拔 出 深 静 脉 置

管 ， 但 穿 着 防 护

服，戴3层手套拔管
留 培 养 还 是 第 一

次。

繁琐又紧张地

结 束 了 一 天 的 工

作，拖着疲惫的身

躯回到酒店，虽然

工作很累，但是内

心无比高兴，因为

能够为本次疫情贡
献一份力量。不忘

学医初心，牢记为

患者服务使命，继

续做好本职工作。

★汪学芹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支援地点：湖北鄂州市中心医院

时间：2020年2月29日

“汪护士，你就像我的姐姐，明天再喂
我吧……”这是不仅感染艾滋病还感染了新

冠肺炎的4床小伙子小李的请求。

27岁小李，不幸感染艾滋病，更不幸的

是在春节期间，又感染了新冠肺炎。被疾病

折磨的这个小伙子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是我

们科里最难喂饭的一个人。

今天我护理他。我从多方面了解到他的

身份、家庭、职业及今后的理想、打算，与他拉进距离。我哄着他好好进
食，配合治疗。他局促地说他想吃水果，桔子、苹果都行，哪怕是喝杯水果

饮料也行。听到他的请

求，我爽快地答应他明天

给他带桔子、饮料。

说到就得做到，我

绝不能失言。我联系了

宾馆负责人，他们给我

一兜水果、几瓶饮料。
当我给小伙子喂完饭，

喂他水果时完他竟然高

兴地和小孩一样，咧嘴

笑成了花。

从昨天开始，小李的

食欲慢慢好些了，我下班

和他告别时，他说了文章

开头的话，让我非常感

动。
这是我们北大医疗淄

博医院的护理服务和人文

关怀的一个缩影，新冠肺

炎病人更需要细节服务、

心理疏导、体贴照护，我

会继续加油的！

★赵小飞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呼吸内科主管护师

支援地点：湖北鄂州市中心医院

时间：2020年2月25日

今天上小夜班。一进病房，上一班的同事就告
诉我：“刚接了个新病人，还没来得及分餐。”我

马上说：“我去吧！”推着二十几份盒饭进了病

房，发到20床李婆婆的时候，李婆婆说：“今天的

饭真不错，还有鸡爪和排骨汤呢！”隔壁21床的董

大姐接话说：“我们得感谢党，感谢政府，生病了

还有这么丰盛的饭菜，我们一定积极配合治疗，争

取早日康复！”

分完餐，25床的铃响了，我又赶紧去看了25床的吴爹爹。72岁的吴爹爹住院二
十多天了，非常想念家里人，有时候会焦躁不安，不停地按铃。过去后安慰了吴

爹爹几句，他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了，帮吴爹爹喂了饭，又给他喝上营养液，把血

氧饱和度的线接好。好在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吴“爹爹”慢慢的睡着了。我

想，只要有我们医护人员在他身边，他就会睡的很安心，很踏实。

“赵老师，6床要转到CCU里面，咱们一块把他推进去吧？”英子老师在喊

我，今晚是我和英子老师第一次搭档，我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我们把6床推到

CCU里面，把另外一个病人推出来，把监护仪、生活用品都准备妥当。做完这

些，墙上的时钟已
经 指 向 下 班 的 点

了！

这个夜晚我们

顾不上防护服的憋

闷，顾不上几个小

时不吃不喝不尿，

顾不上防护服里面

大汗淋漓，顾不上

护目镜里面雾气蒙
蒙，水珠顺着往下

滴的“朦胧”，只

要听到病人对我们

说声“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就

无比幸福。

★姚文明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体检部副主任医师

支援地点：武汉市第三医院

时间：2020年2月28日

今天，我在队友们的督查下，穿好防护
服，一个人进入隔离病区。我所在的病区在7

楼，现有76名新冠肺炎患者，最小的是21岁的

大学生，最大的是82岁的老大爷。

刚接班，值班护士过来说，22床睡不着，

想要安眠药。我看了一下病历，她是一位76岁

的阿姨，住院已经15天，几乎每晚都要吃安眠

药才能入眠。我走进病房，看到阿姨坐在床

上，整个人焦虑不安。我首先介绍道，我是山东医疗队的，今晚值班。老人很
健谈，看到我后伸出大拇指说，山东人蛮狠(武汉方言“厉害”)，我说你们武

汉人更蛮狠，一下子把老人

逗乐了。我告诉老人家：

“您最近的各顶检查都正

常，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

院回家了！”听到我说能回

家了，老人的情绪高涨起

来。“安眠药都有依赖
性，能不用就不用，关键

是自我调节。”经过沟

通，老人表示不用安眠药

试试。凌晨2点37分，我来

到这位阿姨门前，见里面

的灯已熄灭了，希望阿姨

能睡个好觉。

前前后后又有几个病人

发烧、血压高，给予退热、
降压药物并安抚后都一一解

决。迈着有点沉重的脚步回

到医生办公室，才感觉有点

累，有点闷。下班时间到

了，坐在回宾馆的车里，回

想今天这个班，比我想象中

的要累，但非常充实。

★孟凡刚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支援地点：武汉市第三医院

时间：2020年2月22日

2月20日，淄博市第八批、山东省第十二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集结出征，我有幸成为北大医疗

淄博医院选派的其中一员。虽然我已经做好奔赴

疫情最危险的心理准备，但出征前一天，接到电

话通知的那一刻，心里还是莫名的紧张和激动。

时间紧张、心情紧张，瞬间感觉手足无措，感觉

还有好多事情都没有思绪，感觉自己对前线了解

的太少，感觉自己无从下手准备行李，感觉舍不

得离开家人，随之而来的是奔赴前线、为国效力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远赴湖北的消息还是不要告诉年迈的父母
了，我对自己说。临行前妻儿的支持和鼓励，同事们的祝福和祝愿，院、公

司、市、省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叮嘱，都将化成我奋勇前行的动力和平安归来的

信念。

我其实挺“忌惮”微信的威力，出行前后都没有在朋友圏里向亲朋好友告

知一声，但仍然挡不住媒介的力量。顷刻间，微信里的祝愿还是如雪片般飘然

而至，“加油，平安归来！保重，注意防护！”“湖北是我的故乡，代表家人

对你们表示感谢！”远在广西的湖北老友发来：“你确定了支援的医院后告诉

我，我开中药给
你预防。”在武

汉奋战已经20多

天的刘老师提前

叮嘱：“面对传

染病，我们都是

新手，一定注意

培训，加强防

护！”谢谢！这

些满满的情谊和
暖暖的心意我都

收到。我们来个

约定：待到瘟疫

降伏日，我定平

安把家回！

★朱骞骞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普外科护士

支援地点：武汉市第三医院

时间：2020年2月29日

今天，我从晚上九点开始上班，接完
班巡视完病房，便开始测量睡前血糖。

测血糖时发现，1床患糖尿病的曲阿

姨，在胰岛素注射剂量已经增加的情况

下，血糖依旧控制的不好。我便询问曲阿

姨的饮食情况，曲阿姨告诉我，医院的饮

食根本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早晨经常送豆

沙包，馒头也会加糖，蔬菜特别少，几乎

都是油腻的肉食。得知这一消息，我又询问了病房其他糖尿病患者，其他

患者也都反映存在饮食方面的顾虑。

睡前血糖测量结

束后，我们向医生反

映了这个情况，希望

和医院食堂沟通一

下，给特殊的患者准

备特殊的饮食。当我
们告诉阿姨已经和医

院食堂反映尽量解决

饮食问题后，阿姨感

动地说：“非常感谢

你们，饮食问题早就

想提一下，但也怕给

大家找麻烦，如果能

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太
好了！”

在这个特殊时期，

善良的患者怕增加我们

的麻烦，有些问题可能

会深埋心中，这需要我

们细心观察、耐心沟

通，尽快解决问题，才

能让患者早日康复出
院！

★吉宝健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

支援地点：武汉市第三医院

时间：2020年3月1日

经过几天的工作，我们已逐渐熟悉了
工作流程。今天上午，与夜班的山东战友

交接完班，开始巡视病房，询问每位患者

身体状况以及有什么需求，他们总是不好

意思地说：“谢谢你们山东的医护人员，

我们都很好，已经很麻烦你们了！”武汉

人民的亲切，温暖着我们，穿防护服的不

适都抛之脑后。

很快到了测体温、心率、血氧饱和度和血压的时候，大爷大妈们都很

了解流程，主动伸出手让我们测脉氧，并说自己大便次数及是否正常，每
个人都积极配合治疗。

测完生命体征，病人的

午餐时间就到了，提前

给回族和糖尿病饮食

的患者送过去。有几

个爷爷奶奶戴假牙，

希望多吃一些软食蔬

菜，我们积极向餐厅
反映了这一需求，尽

量满足他们。

巡 视 病 房 的 时

候，发现有爷爷奶奶

吃完饭很少起来活

动，我们就教他们做

踝泵运动。踝泵运动

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

形成，还能起到心理
疏导的作用，我们一

起做运动，不仅密切

了医患关系，帮助了

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

信心。

有些话，说出来就带着光！

有些字，写下来就有力量！

自新冠肺炎疫情狙击战打响以来，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选派10名白衣战士驰援湖北，他们勇于担当，无畏

奉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淄博医者的使命担当。

身在湖北一线，他们用朴实的语言写下抗“疫”日

记，字里行间表达的都是必胜的信念和满怀的希望！

★孙少慧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内分泌肾内科护士

支援地点：湖北鄂州市中心医院

时间：2020年2月22日

这是来鄂州第二个班，我开始出现了焦虑和
不安。早早的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辗转反

侧到两点半起床坐车去上班。从穿防护服开始就

不舒服，穿完防护服一身的汗，坐上电梯更觉得

憋闷，我只能靠着电梯扶手上楼。好在北大海油

队友不断的鼓励我，让我舒缓了许多。

来到科里开始交班接管床位，抽血气、测血

糖等各项工作，每做一项简单操作都能让我气喘
吁吁。期间，海油的小妹妹几次过来问我“孙老师，你感觉咋样，好点了吗？你

先坐着缓缓，我去干！”北大国际医院的赵老师也鼓励我：“不要着急，先缓缓

咱们一起干。”队友的相互帮

忙让我感觉心里好温暖。

28床涂叔叔是我们监护病房

里为数不多的清醒病人之一，

血压饱和度一直不太好，用着

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他示意
我想喝水，我把水倒好拿着吸

管放到他嘴边，病痛使他每喝

一口水就要喘上半天，仅仅100ml

的水，他喝了近5分钟。喝完水后

他大喘了几口，极力想跟说我什

么，但是他说的方言我很难听

懂。“我没听懂您说的什么。”虽

然是简短的几句话，但对他来说

却相当吃力，我担心他有什么不
舒服的地方，心里有些焦急，于

是安慰道：“您稍等等再说，我给

您找个当 地能听懂的护士

来。”涂叔叔摆手示意我不用

找，然后冲我伸出了大拇指。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刚刚说的

是夸赞我的话。那一刻感觉特

别温暖。

★赵莹雪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消化内科护士长

支援地点：湖北鄂州市中心医院

时间：2020年2月28日

正式进入医院工作已有几天了，从一
开始的对医院环境、换衣流程、工作流程

等一无所知，到现在已经对这些轻车熟

路，熟练操作了。平时轻松驾驭的各种护

理治疗操作，此时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捂的

严严实实、喘不动气，工作起来显得格外

费力，下班后都觉得好累，但心里却美滋

滋的。
今天是进ICU工作的第一天，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好在汪学芹护士长同我一

起上班。她说不要紧张，没问题的，在汪护士长鼓励下，我瞬间信心满满。在此行

中汪护士长就像一个大姐

姐，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方

面都一直照顾、指导着我们，

让我们觉得心里暖暖的。

来到医院，早上查房的

医生说我今天负责的病人要
进行气管切开。在大家的默

契配合下，气管切开顺利完

成，病人的各项生命体征也

逐渐平稳。

忙忙碌碌，一眨眼的功

夫到了下班时间。和下一班

的同事做好交接工作，我下

班了，脱防护服时里面的水

珠一滴一滴滑落，内穿的刷
手衣早已湿透。此刻又累又

饿，但一想到病情趋于平稳

的病人，我感觉这一切都是

值得的，累并快乐着。愿疫

情早日结束，大家恢复正常

的工作、学习、生活秩

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