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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冬还在 凯旋梨花开
———市中心医院援绥核酸采集医疗队战疫纪实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疫情发

生后，因核酸检测申请数量一直居高不

下，医院信息科一直在想办法优化手机

端核酸检测申请流程，现已实现核酸检

测在线挂号后自动跳转至缴费页面。随

着医院各级各类工作人员对信息化的

认识、理解和应用的不断提高，目前，智

慧医院、互联网医院、移睿医生、影像云

等一些信息系统应用在疫情期间确实

为医疗工作提供了便利。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日前，

大连理工大学组织的“万众疫心，青年

先行”社会实践团宣讲会在线上圆满

召开。葫芦岛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

（ICU）的杨海涛主任医师向所有实践

团成员科普新冠疫情防控的常识。

本次宣讲会由大连理工大学软

件学院彭靖淞同学主持。杨海涛详细

地分析了此次新冠疫情具体情况。从

病理学特点、传播途径、易感人群、病

理改变、临床表现、诊断标准、临床分

型、治疗、出院标准及注意事项等九

个方面全面地介绍了新冠肺炎的特

征及治疗手段。并且着重提出了多条

预防措施，鼓励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和生活方式，避免和阻断新冠病毒的

传播。

本次宣讲会为线上社会实践团成

员深度了解新冠疫情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通过本次宣讲，社会实践团成员们

表示他们不仅进一步增强了自我防护

意识，而且懂得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

去宣传防疫，用恰当的方式投入到防

疫工作。

信息化助力疫情防控

医师杨海涛走进大学线上科普疫情防控常识
■ 本报记者 曹迎新

2 月 8日，我市绥中县新冠疫情暴

发，彻底打破了春节后人们的生活节拍。

市中心医院按照上级部门的安排部署，

紧急调派了 122 名医护人员分两个梯

队前往绥中县支援全员核酸采集工作。

共奋战了 24 天，共计完成 32万余人次

核酸采集任务。战时无畏，归时无恙，大

白逆行，为家乡而战。3 月 9日，第二梯

队返回医院，3月 18日，随着第一梯队

医疗队员平安返回，队员们圆满完成了

支援任务。经过休整之后，她们更是马不

停蹄，在第一时刻就回到工作岗位或被

安排到传染病院区执行任务。

巾帼英雄 无畏冲锋

2 月 8日，接到市卫健委通知后，医

院立即响应，首批 71 名护理人员迅速

集结，她们也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但

任务紧急，她们几乎都没有来得及和家

人朋友打声招呼，没有来得及准备生活

必需物资；她们中有的人刚下夜班，有的

人刚刚轮休，有的人还在值班中，有的来

不及更换护士服和护士鞋，穿着一身单

衣就紧急随队开往绥中疫区。

第一梯队到达后立即投入到工作
中。她们被安排负责绥中县两个社区的

14 个核酸采集点工作。采集点既要完成

居民的现场采集工作，也要对出现确诊

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封控社区或是不

便出门的家庭进行挨家挨户上门采集。

从当天晚上 6点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 2

点多。半夜里，寒风凛冽，为了节省隔离

服，减少职业暴露，她们不敢吃喝，生怕

上厕所，在简陋的帐篷外忍着饥寒坚持

连续工作了 8 个小时，整个身体都被冻

透了，戴着薄薄的乳胶手套，每采完一

个标本就要进行酒精手消毒，酒精挥发

后，手指也冻得从肿到麻，但她们搓一

搓继续……“您好，请出示身份证或者

辽事通健康码，来，张嘴，别怕，好嘞，戴

好口罩，下一个……”就是在这样的循

环操作中，小天使们没有一个人后退一

步，她们用自己的双手，全力守护着绥

中人民的健康！

第二梯队的 51 人也于当日晚上

10 点到达绥中。她们则被分派到了疫情

高风险区———绥中加碑岩乡。这个乡道

路崎岖，沟壑纵横，加之未融化的路面

积雪，让采集队伍出行更加困难。队员

们每天都是早上 5 点起床，天还没亮就

出发了，鸡鸣起、日落归。由于该乡确诊

病例和密接者较多，队员们需要到村民

家中进行入户采集。由于居住分散，有

很多住户处于半山腰或山沟里。每一次

入户采集都是对队员的一次考验，狭窄

的盘山道，光滑的路面，身着笨重的防

护服，让队员们步履维艰，车子开不到

的地方，队员们就要步行，最远的要步

行 1 个多小时，滑倒了就爬起来，大家

互相搀扶前行，即便如此艰难的采集，

她们也没有漏下一人，每天都圆满完成

核酸采集任务，日均采集量达到了

5000 管。

说起艰苦，队员们每天要坚持禁食

禁水 12 个小时，有的人为了克服生理

期穿上纸尿裤，有的人被“暖宝宝”烫得

起了水泡，但是再苦再难，却没有听到一

句抱怨，这些铿锵玫瑰在春寒料峭的山

脊上傲然绽放，也给予疫区的百姓带去

了最大的安慰。

各方关怀 温暖初心

医院领导一直非常关心队员们的工

作和生活情况，因出发紧急，很多队员没

有时间准备个人必需品，衣服单薄，在院

领导和护理部的紧急协调下，安排车辆

将所需生活物资送到了前线队员手中，

这种亲人般的挂念，让大家心里暖暖的。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那天，当队员们结束

采集后回到宾馆，每个人都收到了一碗

碗热气腾腾的汤圆。这是在绥中维护秩

序的一位警察让家人们送来的，他见医

疗队工作太辛苦，十分感动，希望能给医

疗队带来一些温暖。在第二梯队入户采

集时，村中一位大爷看到队员们在寒风
里冻得瑟瑟发抖，又不能把医务人员请

到家里，就对队员们说：“孩子，你们把防

护服脱了，大爷给你们烧点开水，你们泡

碗热乎面吃，都冻了一天了，暖和暖和

吧！”大爷朴实无华的心里话温暖着在场

每个人的心。

支援期间，队员们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践行着自己的初心使命，她们发

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克服环境苦、风险高等种种困难，为绥

中地区快速核酸筛查作出了突出贡献，

她们的辛苦付出也得到了绥中县人民

的高度认可和肯定。当一面面沉甸甸的

锦旗，一封封真切的感谢信以及小朋友

们亲手画的“工作照”送到她们手中时，

她们的眼泪夺眶而出。这就是对她们最

高的认可、最美的赞扬。

■ 本报记者 曹迎新

2 月 8日，绥中县新冠肺炎暴发后，

面对刻不容缓的防控形势，市中心医院

迅速选派精兵强将，组成医疗团队，进驻

传染病院区，参与救治新冠肺炎确诊患

者的救治工作，全力以赴决战“病毒”。到

目前为止，葫芦岛市新冠肺炎定点院区

已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97 例（包括

危重型 2 例，重型 1 例，普通型 52 例，

轻型 42例），现已出院患者 82例。

在隔离病区里，来自各科室的医生

护士们无所畏惧，施展医技，无私奉献，

众志成城，心怀人民生命至上的大爱，始

终坚守在疫情的最前线一个多月，通过

她们的抗疫日记，不得不承认，她们都是

平凡的医者，但她们的平凡而崇高的奉

献精神告诉我们，她们是战疫的真英雄，

是战疫战场上最可爱的人。

传染科郭玲玲：两年后，我追随你的

脚步保护我的“家”

2 月 13 日晚上，下着雪，爸爸和丈

夫把我送到医院门口，他们也知道，这

次参加任务，我再回去就不知道什么时

候了，一路上三个人谁也没说话，下车

时我头也没敢回，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

两年前姑姑去武汉支援的心情。当时姑

姑没说话，头也不回地走了。心中一定

和我一样难以名状，这时候家人的挂念

与担心的眼神是你难以抵抗的软肋。

2 月 15 日，农历正月十五，凌晨 4

点半，开始接收患者，作为传染科专科大

夫，我必须肩负起责任，带着主任的嘱托

走向病房，接诊了病区的第一位患者，问

病史、接患者、安排床位，传递信息，随后

又接诊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诊室

里很冷，双手已经冻麻了，但是为了不让

同事们过多地暴露，我就在里面一直等，

双手僵硬，腰也直不起来，触碰到任何地

方都是刺骨地凉，4 个小时后，直到没有

患者我们才出来。

结核科王颖：人民有需要 我必挺身
而出

2 月 8日开始，医务人员、社区工作

者、志愿者等全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

疫情防控作贡献。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作为一名医生，我主动报名，参

加岗前培训，编入患者救治梯队，整装待

发，协助整理物资，在传染病院区备战，

随时待命准备接收新冠肺炎患者。2 月

14 日 22 时 30 分，我接到医务科通知，

换好防护装备，次日凌晨 5点进入病区

接收新冠肺炎患者。我采集病史、询问病

情、安抚患者情绪，连续奋战多日，眼睛

熬得酸痛，很多时候我们工作结束饭都

凉了，但我的心里却是暖暖的，因为有着

团队的团结协作，有领导的关怀备至，有

患者的热心理解，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连山院区感染老年病科张岩岩：打

赢了，你就可以上幼儿园了
2 月 8 日，我作为新冠肺炎救治预

备第二梯队随时做好准备。2 月 14 日中

午，接到医务科电话，即刻出发去传染病

院区，立即跟科室主任沟通，与科里同事

做好科室患者交接工作，回家简单收拾

行李。看到我收拾衣服，4岁的女儿总是

问我去干嘛，我就跟女儿说“妈妈要去跟

病毒战斗了，打赢了，你就可以上幼儿园

了。”看着女儿似懂非懂的小眼神儿，虽

有万千不舍，却没有丝毫犹豫。找到传染

病科李军主任报到后，我们一组医护人

员再次进行了穿脱防护服、职业暴露等

培训，随后转运物品，凌晨开始陆续收治

患者，主任、护士长及全组医护人员 72

小时没有休息。累是真的很累，但是作为

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

血液科田飞：主动请缨，不辱使命

新冠肺炎再次来袭，作为一名医务工

作者，我怎能袖手旁观？请战！2月 13 日，

我参加了支援社区核酸采集工作，完成

800 余人采集任务，当晚又参加了医务科

组织的新冠肺炎诊治培训；2 月 14 日我
进入隔离病区工作，负责采集病史和采集

核酸任务，工作区由于是负压状态，因此

相对较冷，长时间工作比较辛苦，初到病

房，我也有些紧张，但看到大家都在严格

按照防护和消杀流程操作，自己就觉得很

放心了。现在看到患者一天天见好，我感

到胜利的曙光离我们不远了。

结核科徐珍：穿上防护服 我就是勇
士

当新春的钟声余音还在，当人们还

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中时，新冠肺炎疫情

又来了，它犹如洪水猛兽，令人猝不及

防。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2 月

14 日晚，我接到通知，来不及收拾行囊

便奔赴了抗击疫情第一线，当晚就投入

到“战斗”当中。虽然我身材瘦小，当穿上

防护服的一瞬间，我便化身为一名强壮

的勇士，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国家有难，

我必挺身向前。贤者不悲其身死，而忧国

之衰。病毒无情，人有情，黎明就在不远

的前方。

传染科苗菁菁：我长大了，成熟了

我刚到传染科，论年龄我是科里最

小的，大家对我也都是照顾有加。疫情来

袭，所有人没有犹豫，冲往前线，作为年

轻人，我也要用自己的方式，扛起责任和

担当的旗帜。在冲进病房的那一刻我没

有畏惧，我想到的是我要用自己的力量

为人民去做些什么，尽职尽责地完成作

为一名护士应履行的职责，从患者的起

居到衣食住行，我们事无巨细。因我们的

岗位不同，所以职责分工不同，从刚开始

的照顾患者到物资运送，让我知道每一

个人都有不同的辛酸，我们都在用自己
的毅力去坚持。就在我进入病区的前一

刻，得知妈妈进了医院，作为女儿我没有

尽到女儿的责任，我偷偷地流下了眼泪，

我想妈妈会为我自豪，我要告诉她，您的

女儿长大了，成熟了。

传染科孔雪：我参战，我荣幸

2020 年初的那场疫情令人难忘，偶

尔会在科室里听他们谈论那时刻骨铭心
的瞬间，没想到这次我也真实地参与其

中。护士长带领我们并肩作战几天几夜，

让我知道团队合作的力量是无穷的。从

接诊到安排病区到患者检查我们都争分

夺秒，身体虽然吃不消，但我们还是微笑

着去坚持，没有一个人在抱怨。我的两个

孩子都很懂事，为了不让我担心，他俩还
装着大人的模样，安慰我，让我很是暖

心。在我进病区的前一天，妈妈晕倒了，

我没有把家里的困难告诉领导，我怕她

不让我加入。由于我们是闭环管理，爱人

最后一次来看我，依依不舍地隔着玻璃

一直凝望着我，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但都

懂对方的意思，我知道他也要出征了，他

是一名医生，这也是他的责任，孩子扔给
了老人，我们夫妻二人，在各自的战场上

守护着我们的“家”。希望春暖花开时，一

家人坐在一起，给爸爸、妈妈、孩子讲我

难忘的抗疫经历。

传染科护士长张玉芹：给予患者更

多的心理安慰

我是这支护理队伍的领头人，但我

首先是一名护士，是一名共产党员，多重

的身份，让我有着更多的责任与担当。疫

情来袭，我们就开始与时间赛跑，整理物

资，做接收患者的准备，几天几夜的不眠

不休不值一提，让我们护理的每一名患

者都平平安安地出院是我最想要的，所

以，我们的护理操作一丝不苟，心理护理

至关重要。为了稳定患者浮躁的内心，让

患者平和度过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我每

天坚持多次进病区跟患者交流，让他们

知道病情没那么可怕，只是病毒的传播

力比较强，在这里隔离治疗就是为了更

好地保护其他人。患者的内心得到安慰，

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希望疫情快些

结束，我的爱人、孩子每天都翘首期盼我

能早日凯旋！

传染科陈春媚：战疫中的坚强小

战士

2 月 8 日疫情发生后，我安排好家

里的孩子，便冲到一线，支援、坚守，进

入隔离病房，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责

任，也是使命，不计报酬，无论生死。让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爱人，

2020 年在我圆满完成新冠肺炎患者的

救治工作后不久，正与家人享受着团

聚的美好时光，我的爱人检查出肺癌

晚期骨转移、脑转移，专家说还有半年
多的生存期限，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

了，工作的压力没有让我惧怕，可爱人

的病成了压倒我的最后那根稻草。我

们就这样在抗癌的路上一直坚持着，

本想着今年春暖花开时，能与爱人一

起出去走走，可却被这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破了。

爱人需要我，但国家和这个城市更

需要我，也许是我太自私，但我知道他

会体谅我的。2 月 8 日以来，我一直没有

回家，先后到社区支援核酸采集，在科

室整理物资，15 日进入隔离病房工作，5

天的睡眠时间加一起不足 6 小时，累了

就在地上或者凳子上休息一会儿。每次

接收患者都要去户外，由于初春大风，

护面屏有被风吹下来的风险，很容易发

生暴露，所以我每次都很小心地干活，

谨慎做好消毒消杀处理，不放每一个细

节、每一个角落。

希望老天不负我，让我能陪丈夫久

一些，等我凯旋，等着我回家，等疫情结

束，我再陪你复查。

来自传染病院区战疫最前沿的《大白日记》

万献尧：医界翘楚 抗疫“老兵”

■ 本报记者 曹迎新

为给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一个

安心宁养的环境，市中心医院快速完

成了一座 5200 平方米、200 张床位的

康复医院的改造建设。该康复医院每

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地热供暖、

室温适宜，wifi 全覆盖，非常适合康复

宁养。市中心医院制定了完备的诊疗

流程和防控预案，首批梯队成员进驻

院区以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扛起了养员康复责任。自 2月 25 日起

至 3 月 22日，康复医院共收治新冠肺

炎临床治愈出院患者 166人，出院 41

人，患者中年龄最大患者 88 岁，最小

10个月龄，考虑到很多患者有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重症胰腺炎等基础疾

病，医护人员都给予积极的康复治疗

和人文关怀。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葫芦岛市新

冠康复医院医疗队，服从命令，听从指

挥，积极应对，恪尽职守，不获全胜，绝

不收兵，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为

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

护航。”这是进驻康复医院第一梯队全

体队员在进驻院区前誓师大会的铮铮

誓言。2月 25日，在疫情最严峻的时
刻，他们勇于担当、迎难而上，进驻到

康复医院工作。大家都表示，一定坚守

岗位，直至最后一名养员成功出院，坚

决守好疫情防控最后一班岗。

熬红的双眼

在第一梯队里有这样一双眼睛，

时刻关注着养员们的健康状况，2 月
26日交接完成养员，凌晨三点刚入睡

的她，早上 6 点又早早起床准备新一

天的物资，这样的日子持续有一周，她

一双眼熬得通红；主动承担养员病房

的终末消杀工作，在满是氯气的房间、

充满臭氧的房间第一个进，她一双眼

熏得通红；面对养员的不理解和同事

们的辛苦和疲累，她一双眼难过得通

红，这双眼通红的人就是化工院区康

复科护士长崔淑杰。

不停歇的脚步

在第一梯队里有一对姐妹花，她

们总是脚不停歇，房间里、走廊外总能

看见她们穿梭忙碌的身影，她们是第

一梯队里的“实干派”。她们是年幼孩

子的母亲、是准备婚礼的“准新娘”，可

谁也没有因为自身原因影响到工作，

进驻第一周她们小组每天都满负荷工

作超过 11 个小时，她们是化工院区康

复科护士刘洋、魏媛媛。

开裂的双手

在第一梯队里有这样一双手，总

是裂口子，贴着药贴、涂了药膏也不见

好，可就是这样一双手，拎起了养员和

工作人员的一日三餐；搬运了养员所

需各类物资，拿起了维修工具修门、修

锁、修地漏。夜间这双手锁起每一扇大

门，锁起外部的风险，守住了所有人的

平安。他是第一梯队里的硬汉、是有力

的后勤安保屏障，这一双手的主人是

连山院区保卫科毛宇峰。

肩负重担的后生

在第一梯队里有一双肩膀，扛起

了四人组的重担，扛起了所有重体力

活，也带给了第一梯队许多欢乐。他是

8月份准备结婚的“准新郎”，被派驻到

康复医院后，他二话不说第一个冲上

去给养员采集核酸，一手一个线拖推

完 40 米走廊后浑身湿透的大力士，搬

运防护物资、为养员扛水上五楼不喊

累。被大家亲切地称呼“想哥”的他也

只是一个93年出生的小伙子。这一双

肩的主人是化工院区消化内科医生赵

想。

满怀爱心大管家
在第一梯队里有位“大管家”，她

手拿对讲机盯着监控，协调医护组和

外围人员工作。新入养员、转运养员、

养员出院，她精准指挥，反应迅速；她

竭尽所能满足养员各种需求，想买药

时她积极帮助协调采购和转运、有养

员需要找人聊天，她又变成了“知心大

姐姐”；进驻第一周每天工作超过 16
小时，完成常规文书和日报，组织召开

碰头会，发现问题迅速整改，盯着大家

吃饭、服中药，这位满怀爱心的人就是

化工院区综合办李凌雪。

头脑清醒的干活人

她是第一梯队最有头脑的人，她能

用最短的时间记住清洁区交办的各种
事项，绝不出差错；她总有“小诀窍”，巧

妙迅速地完成摆药、摆饭、摆物资工作。

她说自己在四人小组里是“干零活”的

那个人，养员核酸采集、离院前复诊的

抽血和心电图、转运养员家属送来的物

品她一一搞定，身为小组长的她还要完

成每日在院养员的慢性病管理（测血

压、血糖）、出院小结、转接单等记录工

作，她真正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

的责任与担当。她是来自化工院区神经

内科的医生郝元元。

性格坚毅的院感人

她严格培训考核进入污染区的工

作人员；她认真监督工作人员每一次穿

脱防护用品并及时记录，她对工作中发

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坚决执行院感相关

要求，作为感控专员她事无巨细、认真

对待，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完成清洁区和

污染区物表核酸的采集，还能对照省

级、市级、院级感控专家提出的建议逐

项完成整改。她用坚韧的意志品质感染

着第一梯队的小伙伴，她是来自于连山

院区感染管理科的王莹。

在奋战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

用医者的担当和奉献，全力守护着养

员们的生命健康。

康复院区：“疫”不容辞护周全

■ 本报记者 曹迎新

2022年 2月8日，绥中县出现了新

冠肺炎疫情。2月 17日，根据辽宁省卫

健委的部署，由辽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

治大连中心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大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万献尧教授组建并任医疗队队长的大连

市医疗队驰援葫芦岛市，全面负责葫芦

岛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定点院区———传

染病院区的救治工作，年近花甲的万教

授再一次冲上了抗疫一线。

万献尧是一名真正的抗疫“老兵”，

2003 年的非典、2009 年的甲型 H1N1

等疫情，他都是重症专家组组长。今年

59岁的万献尧，拼起来相比年轻人也

不遑多让。去年 7月，万献尧因劳累过
度经历了一场心脏大手术，恢复期间，

在听闻全国多省市发生疫情的消息，还

躺在病床上的他又一次投入到防疫救

治工作中。

这次在葫芦岛定点救治基地工作

期间，万献尧每天早例会研究问题，随

后和专家组联合会诊，经常查房到下午

才结束，而且还要 24 小时监控患者的

病情。除去讨论救治、研判疫情、整理数

据等时间，万献尧休息时间所剩无几，

但他一直咬牙坚持。他说，有压力，但更

多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了医生，“安

稳觉”就已是奢侈，面对疫情，救治好是

唯一目标。有时患者病情急剧变化，凌

晨两三点他都要跑到病房参与救治，一

定要去患者床旁看看才能安心。

万献尧表示，我们的救治经验更加丰

富，全体医护人员勇往直前、恪尽职守的

奉献精神更加激励着所有参加新冠肺炎
救治的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相信葫芦岛市

一定会取得抗疫歼灭战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