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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2月 5日，河北省支援湖北抗

疫医疗队抵达湖北已经第 10天。

河北第二支15人的支援湖北抗疫

医疗队也已抵达并支援武汉金银潭

医院，第三支队伍也已经抵达。

经历了刚抵达湖北的短暂熟悉

期后，我省支援湖北抗疫一线的第

一、第二批医护人员工作已经进入

正轨。

河北日报记者和多名一线医护

人员再次进行了连线。

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进驻最前线10天——

“病房里，我们成了患者最信赖的人”

冀中能源集团峰峰总医院感染管理科主管

护师张淑娟：

老爸发来一首诗
2020年2月3日

□连线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周聪聪

闺女啊，虽然看不清你们的脸，不知道你们叫什么，但我知道你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

今天，老爸给我发来一首
诗，是他的武汉老战友为我写
的：

致敬白衣天使
冠毒一夜虐江城，
犹似零三非典横。
闻讯众人追鸟散，
临危壮士逆风行。
心贞何计生死间，
国难甘抛利与名。
幸有降魔利剑在，
万千天使挽生灵。

看到这首诗，思绪恍然回
到了5岁那年。

我是军人的后代，武汉是
老爸的阵地。他从军15年，我
和妈妈一直随军直到父亲转
业，自 5 岁离开，我虽再未回
来，但儿时的记忆总是那么美
好。我也从没想过，再来武汉
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心里无
比难过。

大年初二接到出发武汉的
通知时，我正忙着准备午饭，我
爱人是名援疆干部，近半年时
间都在新疆工作，直到腊月二
十六才休假探亲回到家。

出发通知说我只有十分
钟准备时间。我穿衣服，爱人
直接拎过门口那件他提回来
还没来得及收拾的行李箱，给
我往里装东西，直到到武汉落
了脚，我都不知道行李箱装了
些什么。

前几天我往家里打过一
次电话，婆婆在电话里无意识
地念叨，“刚把儿子盼回来，儿

媳妇却走了……等儿媳妇再
回来，儿子又该走了。”没办
法，非常时期，只能舍小家顾
大家了。

我是医疗队的6位医院感
染管理人员之一，主要任务就
是像“侦察兵”一样，规范流
程、环节并监督我们医疗队的
医护人员，保证大家的消毒隔
离和防护安全，尽最大可能实
现“零感染”。

一眨眼，一周多过去了，
我没有具体的排班，但是我每
天早晨 7：20 准时跟当天上班
的医护人员去医院，每一个人
穿防护用品合格了，我才会让
他们进入病区，每一次进去我
都会给他们鼓劲，我们都会同
时说：“加油！加油！加油！”
他们进入病区后，我就会去供
应室看大家平时佩戴的护目
镜的消毒、洗衣房的消毒清
洗、医疗废物的转运等等关于
感控的每一个角落。

得知我这次支援武汉，老
爸作诗为我壮行：

武汉为父曾经在军营，
征战数载不了情。
而今汉江遭瘟疫，
大夫披挂上阵冲前锋。
父辈曾是军中豪，
儿女当今穆桂英。
老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

给您丢脸。您女儿是最棒的，
我们来的河北队是最棒的！
为我们加油！武汉加油！我
的第二故乡加油！

作为一线医护人员，河北省支援湖
北抗疫医疗队的队员，每天面对的都是
确诊病患。他们目击的也是病患的种
种情绪。

有的患者家里多人患病，有的患者
多日见不到家属，还有的患者身体不适
感强烈。

“部分患者情绪焦虑，我们非常理
解。”保定市第二医院护士长赵辉说，

“尽量去帮助他们。”
医疗队所做的一切工作，让患者渐

渐平静下来。
这些帮助，从倒杯水、喂口饭，到病

人焦躁时在他们床边进行安抚，“我管
理的病床有一位患者，上了呼吸机之
后，血氧饱和度一度只有 70%多，因为
喘不过气，他会在胸口抓挠，我就过去
帮他顺顺胸口。”赵辉说，等患者的血氧
饱和度上升到80%多时，他拱手冲医护
人员作揖。

沧州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护理护
师刘树君，从毕业参加工作，就一直在

重症科室，这次在武汉市第七医院。“我
这边负责的病人，基本没有交流。”刘树
君做什么，病人都看不见。但是他仍然
按照重症室的流程，帮病人擦身、翻身，
处理大小便，“小便还好，尤其是大便。
病人是无意识的，这时候我们要多戴一
层手套。但穿着一身防护服，清理完一
身大汗，特别消耗体力。”

“我们来了之后，感觉病人情绪相
对稳一点了。”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王布说，
他管理的病区，有一位危重患者，家里
三口人先后确诊，“病人焦虑也很正常，
有时候，医护人员站在他旁边，让他知
道不是他一个人在面对疾病，对患者都
是种鼓励。”

防护工作要求医护人员尽量减少
和患者的交流，避免感染。同时，因为
穿着防护服，工作时大多数医护人员用
手势和患者交流。

保定市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康复治
疗主管护师王旭，在武汉金银潭医院，

曾遇到一位患者不愿意埋留置针，手势
比划不清。王旭不得不给患者做思想
工作，“我跟他说，埋针可以减少痛苦，
也不是一直用，有利于治疗。”

最终，这位患者接受了建议，王旭
和患者同时打出了 OK 的手势，“有时
进病区，你能看到患者快速抓过口罩戴
上，说话时，会尽量朝向和你相反的方
向，这种时刻，你心里也会很触动。”

冀中能源集团峰峰总医院呼吸科
护师张昀，在对一位病人例行实施静脉
穿刺时，这位病人突然一把把她推出了
门外。

“你的手套破了……”看到病人指
了指她的手套，张昀才发现，由于长时
间工作磨损，自己的防护手套破损了，

“原来他是怕我感染。”电话另一边，张
昀哽咽了。

唐山开滦总医院感染科护士张静
伟说，她所在的呼吸科，有一批患者如
果第二次核酸检验阴性,就能康复岀院
了。“其中一位患者，每次看见我们都会

止不住地流泪。但她哭并不是担心自
己的病情，而是心疼我们这些和她孩子
一般大的医护人员。每次对她进行护
理，她都会反复念叨，‘闺女啊,虽然我看
不清你们的脸，不知道你们叫什么，但
我知道你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

河北医疗队的到来，也促使武汉市
第七医院能接收更多的病人。

医疗队领队、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
管处副处长赵晓亮介绍，经积极沟通协
调，2 月 2 日抽调部分医务人员协助该
医院增设一个新病区，开放37张床位，
当天即收治患者31人。重症监护室床
位数由12张增加到15张。

这也增强了病人的治疗信心。张昀
说，她值守的是普通病房，介于传染病
的特殊性，病人没有人陪护，吃饭、如厕
等这些几乎都是自己完成，即便发烧时
患者已经很不舒服了，但碰上医护人
员换药、问诊，还总不忘真诚地说一声

“谢谢”。“病房里，我们成了患者最信
赖的人。”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孔媛敏：

很多人脸都磨破了
2020年2月3日

3日17时。
我在等今晚的夜班。上一

个夜班是 2月 3日 20时到 4日
凌晨2时。看起来是6小时工作
时间，实际上从出发到医院穿
防护服，再到结束夜班脱防护
服、消毒洗澡，还得多加2小时。

今天早饭，我们组都没
吃，都在睡，睡起来要准备今
天的夜班。

3 日起，河北省支援湖北
抗疫医疗队接手了武汉市第七
医院的重症室，其中护理人员
分了组，我们组7个人，我是带
组组长。我们组最大的1985年
出生，最小的1993年出生。

3 日 21 时左右，我们重症
区在原有14个病人的基础上，
收治了一个新病人。这个病
人来的时候情况不太乐观，
心率能达到每分钟 130 多次，
血氧饱和度只有 50%左右，远
低于正常值。

病人心智清醒，出于恐
惧，情绪非常不稳定。她死死
抓着我们的防护服不松手，好
在后来经过检查，防护服没有
破损。

经过我们安抚，病人慢慢
安静下来。这期间要抓紧给病
人抽血、上仪器、输液等各种操
作，23时左右，病人沉沉睡去。
此时她的血氧饱和度能达到
80%以上，情况平稳下来。

重症室没有想象的忙乱，
相反，井然有序。其实昨天，
是我们 7 人团队的第一次合
作，虽然大家来自全省不同的
医院，但是默契非常好：病人
进入病区后，有人看到患者穿
得比较厚，主动去帮病人脱掉

厚衣服，有人上各种仪器设
备，几乎不用指挥安排。

工作期间，不能吃喝，这大
家都知道。大家不知道的是防
护服穿好后，尤其是脸部口罩
之类的，都不能碰，戴成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相比护目镜“雾
里看花”，我们更发愁口罩勒得
脸疼。很多人脸都磨破了，可
第二天还得戴。我们自己发明
了用创可贴，用敷料来缓解。
现在后方给我们寄的敷料在路
上了，这两天就能到。我们组
还有年轻人没结婚，希望对他
们的面部不会有影响。

组里的人都很棒，没人抱
怨，抢着干活。夜班结束，大家
都很疲惫，有人饿得发慌泡一
桶面，大多数人累得倒头就
睡。因为接下来还有第二天的
夜班。

文字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周聪聪

夜班结束后，医疗队每个
人的脸都被勒出深深印痕。
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

赵辉供图

赵晓亮介绍，我省支援的武汉市第
七医院，除该院医护人员外，还有武汉
大学中南医院的支援人员，这就需要三
方医务人员相互配合，这是我省医疗队
面临的特殊情况。

疫情面前，磨合期要短。这个阶段，
几乎每一位参加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
疗队的医护人员都用了同一个词：紧张。

冀中能源集团峰峰总医院感染管
理科主管护师张淑娟说，头几天，几乎
每天都有人略带恐慌地向她求助，“张
老师，你看我穿得行不行？您再帮我检
查检查。”

刘树君说，第一次进入武汉市第七
医院重症区值班，觉得时间异常漫长，

“防护服不透气，心里也没底，加重了体
感上的不适，浑身是汗，手都被手套沤
得发白。”

张淑娟特别能理解这种紧张，物资
供应紧张，防护服穿一套就消耗一套，
所以大家穿得很小心，鞋套踩破了，就
只能用垃圾袋把鞋套上。除了担心穿
破，还担心穿错，“一开始有人拉拉链，
手都是哆嗦的。”

赵辉说，“我工作23年，从来没有穿
过防护服救治病人，说不紧张是假的。”

随着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陆
续进入武汉市第七医院和武汉金银潭医
院，队员们的心态反而平静下来。

“我是2月1日第一次进入病区，忙

起来以后，就把武汉第七医院当成了保
定市第二医院。”赵辉说，只是换了个地
方工作而已。

张淑娟也明显感觉到了战友们的变
化，“拿穿隔离服来说，头两天，我们最主
要的工作是培训，一开始穿脱防护服都
是个大难题，大家都没穿过，我们拿一套
防护服，让大家一个个练穿脱。第一次
进病区穿防护服，有人足足穿了 50 分
钟。现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搞定。”

现在，张淑娟每天会守在三病区的
门口，检查医护人员的口罩、帽子、护目
镜等防护装备是否穿戴到位。

紧张正转变为对操作细节的关注。
在病区，护理人员经常要给病人扎

针，但护目镜起雾却让人头疼，张淑娟
第一次进病区，护目镜里不一会儿便起
了一层雾，“凝成的水珠顺着脸流了一
嘴”。针对这个问题，医护人员进行了
各种尝试，“有的抹点肥皂水，有的抹点
刮胡膏，有的抹点洗手液……”张淑娟
说，这能使护目镜不起雾的时间延长到
五六个小时，极大方便了工作。

刘树君发现弯腰做操作时，可以慢
慢倾斜着蹲下去，就能防止呼出的热气
直接喷到护目镜上导致看不清东西。

赵辉总结出，摘护目镜闭眼睛，脱
防护服要屏气……

医疗队每个人都在不断总结经验，
并把经验传授到群里。

初到武汉，河北医疗队要和武汉市
第七医院进行对接。双方都有个相互
熟悉的过程，人员安排和工作流程上显
得有些不适应。

“2月1日早8时我进入病区，2月2
日上午10时才交接完回宾馆。”王布说，
由于重症室不能使用手机，他要紧紧守
着值班电话，累了也只能趴一会儿，将近
26小时没合眼，回到宾馆，他累得连午饭
也没吃，一直睡到晚上8时才爬起来。

考虑到当地两家医院医护人员前
期工作比较累，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主
动接收原有三个病区和重病监护室主
要救治任务。每个班次配备另两所医
院一两位医护人员，主要负责语言沟
通、电脑系统操作、物资协调联系等方
面的沟通工作。

王布所在的武汉市第七医院普通病
区，负责39名确诊病人，“从4日接到的
通知看，大夜班值守情况今后可能会减
少，我们的排班开始正常化，顺畅多了。”

邢台市第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
师赵东说，流程顺畅之后，几天下来，医
疗队内部的磨合也快了很多。拿看似
简单的输液配药来说，“我们医院规定
输液配药都是由白班负责，但现在我们
统一由夜班配药，白班上班了直接用。”

因为有越来越多爱心人士的捐赠、
全国来支援的同行们带来的物资和国家
援助，唐山开滦总医院ICU主任李晓岚
说，物资缺乏问题已经得到极大改善，能
保证ICU供应。上岗时间也改成了4小
时轮班制，能让医护人员得到充分休息。

一切顺畅起来，工作效率就高了。
2月2日，赵辉在日记中写道：零点

二十，交接了 48 个住院患者的具体病
情、各种治疗和护理。上呼吸机的几个
阿姨和大叔轮流着表现出呼吸困难，胸
痛发憋等症状，我们也是马不停蹄地穿
梭在不同病房，解决各种问题：调节面
罩的松紧度，调试呼吸机参数，检查漏
气情况；给病人喂水，喂饭，喂药，协助
病人解决大小便等生活护理，8小时一
晃而过，几个重症患者也由刚接班时的
血氧饱和度 70%多上升到 85%左右，由
痛苦的呻吟转为安静的入睡。”

王旭这几天养成了新的习惯，每接
触一个东西就消毒一次，“我给自己的宿
舍划分了区域，外套脱在宿舍门口，这是
污染区，然后进入卫生间洗手洗澡，这是
缓冲区，之后进入房间，这是清洁区。”

这种忙碌且逐渐正规化的工作流
程，正在成为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
队的工作常态。

2 月 3 日，记者与张淑娟
连线时，她正在整理医院感
染管理方面的问题汇总和
整改措施。

“上管天，下管地，中
间管空气，四周管墙壁。”
张淑娟的工作包括对病区
进行医护人员通道、病人通
道等大的格局划定，防交叉
感染等流程上的梳理。

和医疗队各项工作的正
规化一样，感染管理工作同样也
在逐步规范化和细化中，“细化到
给病人擦拭时，消毒液怎么配比；一次
性消毒湿巾不能保证，在现有条件下，是
不是一个人用一个小毛巾，小毛巾怎么
消毒？”张淑娟说。

此外，帮助医护人员做好防护也是
张淑娟的工作内容之一，这也在几天的
摸索中，逐渐形成了体系。

随着医护人员进出病区，各项经验
不断总结归纳，张淑娟有了新的经验：
之前医护人员手套一旦沾染上血液等，
一般就会洗洗手或进行手消毒，但现在
要求更换手套。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张淑娟甚至
感觉“像个唠唠叨叨的老妈子”，但唠叨

有价值：医院感染管理规定，换衣间最
多两人同时换装，还有一套看似非常繁
琐的脱衣流程——洗手、摘护目镜，再
洗手、摘鞋套……怕大家记不住，就专
门在墙上贴上了流程图。

“为了病人，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
己，绝不能倒下。”张淑娟说。

第一次穿防护服足足用了50分钟，现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搞定”

为了病人，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绝不能倒下”

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准备进入病区。
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 李唯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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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救治工作之外，河北医疗
队队员们多次半夜到机场、火车站接收
医疗和生活物资。

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供图

“战地”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