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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雷

“提灯男神”

1991 年 6 月，张明轩出生于石家
庄 市 行 唐 县 一 个 普 通 农 民 家 庭 。
2012 年从唐山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
业毕业后，考入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先后在心脏外科、院前急救中心、
重症医学科担任护士。

人们印象中的护士形象，大多是
头戴燕尾帽、身着白大褂的女性。据
2019 年 9 月 8 日《楚天都市报》的报
道：武昌理工学院护理学院已有20年
办学史，入读者曾是清一色的女生，
这一两年来，选择读护理的男生渐渐
变多：2018 年 23 人，2019 年 46 人，占
比约13.7%……

的确，中国的护士群体，90%以上
是女性。她们温柔、善良、细心，天生
具有一种圣洁的母爱。但在这个女
性为主的世界里，男士也顶半边天
啊。况且，这个领域的某些工作，更
适合男性担当。事实上，很多环节，
男性体力更好、耐力更久，尤其在辅
助治疗时，手法更精妙、判断更精
准。所以，在近些年的护理领域，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男护士，更加坚实和
丰满了这个神圣世界。

张明轩为什么要当护士呢？也
许因为家庭贫困无可选择，也许因为
无法言说的种种因缘。但无论怎样，
当他选择护士这个专业，面对南丁格
尔像宣誓之后，便这么一路走来了。
经历多次身心燃烧，他的思想愈发地
变得单纯、坚定，从而也更加圣洁了。

和许许多多的男孩子一样，张明
轩心底充盈着浪漫情怀，有着多种多
样的爱好和梦想。要说，这原本就是
无 可 厚 非 的 ，哪 个 年 轻 人 不 是 这
样呢？

然而，如果在这种“泛爱”的同
时，再有一种专注、一种追求、一种担
承，是不是更好呢？特别是从自己的
职业出发。张明轩就做到了兴趣“泛
爱”与职业“专爱”的完美结合。

他已经认定，这就是他的人生，
这就是他的生命，这就是他的未来。

现在，未来已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他，就这样心怀忐忑却又义无反
顾地走到了中国武汉抗疫最前线、最
艰苦的危重症病房！

武汉燃起的这场意外“疫”火，使
他的生命，有了一次赤红的燃烧、锤
炼和涅槃……

深夜请战

岁月如水，波澜不惊。
张明轩命运的小船顺水漂流，浪

漫而恬淡，而这一切，很快被打破。
2019年9月，儿子出生了。从此，

时光像被按下了快进键，陡然提速。
又是一年将尽，不觉已是春节。
4 个月的儿子虎头虎脑，煞是可

爱。这位新上任的爸爸，总是情不自
禁地摸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妻
子见他“得意忘形”的模样，高兴地

“嗔怪”：已经是当爹的人了，还像个
孩子。

张明轩静下心来一想，是啊，自
己已经不是孩子了，是应该有所出
息了。

年关已至，新冠病毒来犯。凝眸
武汉，举世震惊！确诊患者与日俱
增，全国民众心急如焚。出于职业本
能，张明轩敏锐地意识到，那里肯定
需要大量医务人员。

此时，他心中怦然震颤，自己已
近而立之年。

古人说，三十而立。立是什么？
立就是独立，就是担当，就是不能再
让父母担心，就是要让领导同事放
心，就是要为社会有所贡献。对照这
些，自己还不够成熟啊。想到这里，
他突然深深地自责起来，同时也产生
了一个巨大的冲动：我要上前线！

抗日战争时期，白求恩就在张明
轩的家乡行唐一带的战地医院工作，
去世后也埋葬在那里。儿时，张明轩
就崇敬白求恩，学医之后，更是景仰
有加。张明轩也曾有过冲动，学习白
求恩，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吗？

于是，那几天，他同妻子和岳父
母谈起疫情，或是给老家父母打电话
时，总是有意谈论这方面的话题。国
家有难，正是有志男儿大显身手的时
候，同事们都在秘密商议着，报名去
武汉……

他不动声色的渗透工作刚刚开
始，“集结号”骤然吹响。大年初一值
夜班的时候，医院通知说，省里将组
织医疗队支援武汉，自愿报名。

虽然已有打算，还是心里犹豫。
妻子是一名儿科护士，即将休完

产假返岗。此时如果自己离家远行，
又前途未卜，想想襁褓中的儿子，实
在于心不忍。

旋即，他又骂自己懦弱、软蛋、胆
小鬼。于是，连夜写下了“请战书”。
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首批小分队队长、感染管理
部副主任张征让他与家人沟通后，再
慎重考虑……

早晨下班回家，妻子得知此事，
沉默不语，眼中泪花晶莹。

中午，张征发来通知：下午两点
半，集结出发！

放下电话，他默默地看看妻子。
这个瘦弱的女人，泪流满面，却已开
始为他收拾行装……

武汉战疫

大年初三凌晨 4 时，河北支援湖
北医疗队抵达武汉。

硕大的武昌火车站广场上，空无
一人，只有迎接医疗队的公交车孤寂
地趴在一旁，上面贴着一张写有“武
汉加油”字样的白纸。

医疗队还未来得及休整，由国家
卫健委专家亲自授课的培训便开
始了。

培训内容除了介绍新型冠状病
毒的凶恶嘴脸和防护要诀，专家还着
重宣讲了医护人员的紧急自救措施，
比如防护服意外破损怎么办，为患者
穿刺时扎伤自己怎么办等。

张明轩边听边记，却又感觉有些
滑稽：身为医护人员，如果为患者穿
刺时出现扎伤自己的脑残级失误，岂
不让人笑喷？还是专业护士？

……
第二天早晨 8 时，张明轩在武汉

市第七医院危重症病房正式上岗。
病房里原有 6 张床位，随即增至 12
张，而后 15 张。其中 14 名患者使用
无创呼吸机，而且有10名需要俯卧位
通气，还有 3台血滤机 24小时紧张运
行……

每位护士分管 2 至 3 名危重病
人。工作强度让人望而生畏，而困
难，更是超乎想象！进入病房不久，
护目镜镜片悄然起雾，像冬天里结雾
的车玻璃，让人两眼朦胧。

为患者输液或采血穿刺，眼睛看
不清楚，用手触摸又没有感觉，而患
者重度昏迷，也不可能配合。张明轩
摸摸索索，试试探探，正要进针，不放
心，再次用手探摸，进针位置竟然是
自己的左手。

天啊，他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培训课上专家所言，绝非玩笑！

万般无奈之际，他发现护目镜镜
片上的水珠，正亮晶晶地映射着灯
光。水珠不是会产生凸透镜的效果
吗？把目光集中到一个较大的水珠
上，说不定还能把聚焦点放大，看得
更清楚呢。

他立即俯身。然而，水珠太小
了，光线散射，眼前只是麻麻乱乱的
一团。身体前倾，护目镜几乎贴在了
患者的手腕上。

此时，一个芝麻粒儿大小的暗青
色斑点，映现在了水珠上。他屏气凝
神，小心试探，慢慢进针……

奇迹出现了，他竟然一次性穿刺
成功！

脑袋“消毒”

夜晚下班后回到驻地，张明轩想
想白天的操作，不禁后怕。

患者众多，每天输液、抽血、抽血
气，一遍遍穿刺，不会总是那样幸
运吧？

他立即用手机上网，搜索护目镜
防雾办法。佩戴护目镜之前，在镜片
内侧涂抹皂液，简便可行。第二天进
行实验，效果差强人意。

后来他又试用沐浴液、洗发水、
洗手液，都不理想。这时，他忽然想
到了剃须泡沫，随后如法炮制，效果
明显。可是，三两个小时之后，热汗
蒸腾，仍然失效。

年轻人总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
法呢。护目镜镜片再次结雾后，他把
脑袋伸到紫外线消毒机的风口下，模
拟冬季汽车玻璃除雾法。

竟然奇效！真是一个出乎意料
的惊喜。

从此以后，病房里经常会看到这
样怪异的场面：医护人员伸着脑袋，
在消毒机前“消毒”。您休要笑话，这
不是在消毒，而是在除雾！

患者使用无创呼吸机，肺部插管
后痰液和其他分泌物增多，会引发呛
咳，产生大量的气溶胶和飞沫，从而
导致病毒扩散。必须定时为患者吸
痰，吸痰后要对痰液进行采样，留置
标本。

呼吸机与吸痰器是通过软管相
连的密闭系统，所以痰液采样时，必
须将吸痰管断开，不仅操作程序烦
琐，而且还会致使气溶胶溢出，病毒
扩散风险大大增加。

能不能使吸痰器与痰液标本留
置装置直接密闭连接呢？

这，无疑是医护人员亟待解决却
又难以攻破的一道顽固壁垒！

张明轩细细观察，暗自琢磨。注
射器、输液器、留置针、医用胶带、一
次性医用导管等常用器材，他逐一研
究，但无一可用。最终，他意外地发
现了医用玻璃接头和负压吸引软管。

对吸痰器和标本留置装置进行
简单改装，然后用玻璃接头和负压吸
引软管进行密闭连接。经过反复试
验、改进，竟然有效攻克了这一难题。

同事和科室领导见状，大加赞
赏，认为这项技术完全可以申请实用
新型技术专利。

张明轩淡淡一笑，随即将成果在
微信群里公开。

而后，这项技术从武汉市第七医
院出发，飞遍了武汉市全部的危重症
病房。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发明人
竟然是一位“提灯男神”。

密码公开了，“专利”失效了，但
整个前线重症医疗的质量，明显提高
了……

感谢纸尿裤

重症病室护理实施 6 小时工作
制，即每天轮岗 6 个小时，但实际时
间，远远不止。

新冠病毒传播，多以气溶胶为载

体，悬浮空中，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无孔不入。因此，上岗前后的防护，
异常关键，项目繁多。比如，他们最
重要的铠甲——全套防护装备，包括
两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帽、护目镜、
两层橡胶手套、连体防护服、高腰鞋
套等。仅仅穿戴，就需要十分钟。

俗语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这
里，可以说，穿衣容易脱衣难！

由于沉浸危重症病房 6 个小时，
浑身沾满亿万病毒。出来之后，必须
进行最严格消毒，而且脱下防护装备
耗时冗长、程序烦琐——

首先，个人防护装备外层有肉眼
可见污染物时，要进行擦拭消毒，其
次消毒外层手套，然后依次脱下高腰
鞋套，消毒外层手套；摘防护面罩、护
目镜，消毒外层手套；解开防护服粘
胶，消毒外层手套；脱外层手套，消毒
内层手套；脱防护服，消毒内层手套；
脱内层手套，手消毒，更换新的内层
手套；摘医用防护口罩和一次性工作
帽，消毒内层手套；消毒并更换工作
鞋，消毒内层手套；脱内层手套，手消
毒；脱工作服，洗手，手消毒……

最后，依次进入三个沐浴间，分
别洗消。

整 个 卸 装 过 程 ，至 少 需 要 50
分钟。

这是烦琐吗？这是浪费吗？这
是形式主义吗？

不是，绝对不是！
这是人类现代医学科技最简化、

最有效、最精准、最省时的消毒程
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医护人员的
相对安全。

正是因为进入危重症病房如此
艰难，更重要的是，防护服只能一次
性使用且价值不菲，所以医护人员一
旦进入病房，必须完工，才能撤离。

现在，问题出来了：在病房期间
的排泄问题，如何解决呢？这可是一
个让人头疼的难题啊。于是，纸尿裤
隆重出场了！

纸尿裤，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航天领域，目的是解决航天员
尿急问题，后来引入现实生活。但，
后来大多作为婴儿专用。

张明轩过去负责的重症护理，大
多是常规环境。虽然某些危重病人
大小便失禁，需要使用，却也常有家
属帮助。但今天，把纸尿裤与自己联
系起来，真是炸裂三观。

29 岁，身体健壮，一个生猛的大
男人啊。

队长张征劝他，若不穿纸尿裤，
至少要连续禁水绝食18个小时，对脾
胃有损。即使不吃不喝，如果闹肚子
呢？你还是穿上吧，有备无患，免得
尴尬啊。

张明轩仍是犹犹豫豫，给妻子发
微信，征求意见。妻子也是一位重症
护理护士，虽然也没有类似经验，但

经过综合考虑后，还是做出慎重决
定——“穿！！！！！！”

妻子回复内容的字数，只有一
个，而感叹号，却多达六枚，像六个小
辣椒，像六根大钢钉。

就这样，他红着脸，平生第一次
穿上了纸尿裤。

由于心理和身体压力巨大，特别
是生活节奏变化剧烈，生物钟还是出
现了错乱。

开始，他严格遵守规定，提前禁
水禁食。果然，一连几天，没有尿
意。纸尿裤没有派上用场，白白受了
委屈。

但几天过后，内分泌波段出现起
伏，时时有尿意。张征劝他，既然穿
着纸尿裤，那就用一用嘛，不要憋坏
了身体。

婴幼儿无知无识，可以随时解
决。可是，成年人站在人前，怎么能
尿出来呢？

那一次，实在受不住，却又尿不
出。怎么办呢？他走到墙角，闭上
眼，经过两分钟酝酿，终于大河奔流。

这 是 他 记 忆 中 ，第 一 次“ 尿 裤
子”。张明轩说，他可以跟子孙辈们流
着泪笑谈一辈子了：必须感谢纸尿裤！

与死神拔河

对于医学护理的重要性，我们多
数人或许只是一知半解。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现代护理
更科学、更专业、更精准，能够极大地
降低重症患者死亡率。具体数字，

“度娘”不知。询问一位医学界资深
专家，他凿凿断言，当在25%以上。

我们只需看一看张明轩所在危重
症病房的护理场景，便可管窥全貌。

所谓重症患者，即病危患者，多
数处于重度昏迷状态，长时间同一姿
势卧床，极易引发血流不畅和压疮，
因此必须定时为其翻身。由于患者
身上装有氧气管、吸痰管、鼻饲管、输
液管、导尿管、生命体征监测仪线路
等管线，为其翻身前后必须妥善整
理，仔细检查，确保正常。接着要为
患者拍背，以防引发坠积性肺炎而导
致病情恶化，同时还要进行吸痰……
所以，为患者翻身护理，必须多人通
力协作。

张明轩与同事为 15 名患者翻一
次身，需要一个多小时。而每隔两个
小时，就要重复一遍。间隔期间，不
仅要为患者测量体温、脉搏、血压，而
且还要清理排便、擦洗身体等。他们
时 时 刻 刻 的 努 力 ，都 是 在 与 死 神
拔河！

张明轩负责危重症病房 20 号和
31号两个床位。危重症病房，仿佛一
个流转台。全市十数家医院轻症病
房的患者，如果病情恶化，便进入危
重症病房。经过精心诊治和悉心护
理，若是好转且稳定，便转回轻症病
房，走向康复。

可想而知，凡进入此间的危重症
患者，大多昏迷不醒，大约半数凶多
吉少。

面对这些患者，他需要拿出全部
的热心、耐心和精心，去抚慰他们，去
融化他们，去感染他们，去拯救
他们。引领他们睁开眼，张开
口，去吃饭，去微笑，去说话，哪
怕去生气，去骂人……

病房里来了一位中年大
叔，姓杨，是一位火车司机。虽
然不能言语，却是本病房唯一
有意识的患者。张明轩每每见
他嘴唇翕动，却又难言，唯两眼
泪光，闪闪烁烁，充满着对生命
的向往。因此，张明轩总是边
护理边鼓励，还不时地向他报
告日渐向好的各项指标。

还有一位伯伯，重度昏迷，
似乎无知无觉。但是，张明轩
还是不停地宽慰，仿佛他能够
听到一样。而且，他还会轻轻
地握住伯伯的手，捏一捏。那
一天，伯伯的手终于有了动感，
若有似无地勾了一下他的手
指。张明轩坚信，这就是伯伯
给予他的回应。

一位阿姨，初来病房的时

候，没有知觉。但张明轩每天坚持与
她“话疗”。几天以后，阿姨眼角淌下
了泪滴，甚至还眨动一下眼皮。

……
重症患者的病情陆陆续续好转，

从而转入轻症病房，再而走向新生。
2020 年 3 月 14 日 14 时 46 分，张

明轩送走了最后一名患者。截至此
时，他已在危重症病房工作 48 天，共
护理重症患者 80 余人次，时间长达
200多个小时。

最让人惊奇的是结果：零差错、
零抢救、零死亡！

对话省委书记

在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河北医
科大学第一医院首批小分队中，张明
轩年龄最小。

赴鄂之初，队长张征与大家相
约：共同照顾这位小弟弟。但谁也没
有想到，仅仅一天之后，这种照顾与
被照顾关系竟然颠倒过来，大家反而
成了他的照顾对象。

抵达武汉的第一天，经过长途跋
涉和紧张培训，大家都已疲惫不堪。
可是，刚刚就寝，却突然接到去火车站
领取医疗物资的通知。张明轩翻身起
床，冲到楼下。张征爱惜地说，你明天
一早上岗，就别去搬运物资了。

“放心吧，我能行！”
连日来，张明轩似乎不知疲倦，

不仅病房里的工作井井有条，时有创
新，而且业余时间还主动担任起了医
疗队的后勤保障员。交班之后，接连
到机场、车站搬运医疗物资。

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张明轩也喜
欢电子产品和网络，能够熟练使用多
款软件和系统。拍视频、拍照片、视
频剪辑、制作音乐相册等，样样在
行。业余时间里，他为同事制作小视
频和留念影集，活跃枯燥的生活气
氛，缓解紧张的工作压力。

他还主动承担起了对“后方”的
请示、汇报，以及与兄弟医疗队的协
作沟通等任务，而且还是医疗队的

“新闻发言人”和战地宣传员呢。这
期间，他先后写作 20 余篇稿件，在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卫视、河北卫
视、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播出。

2 月上旬，湖北省副省长前来慰
问。医疗队领导和同事推荐他代表
一线护理人员介绍情况。第一次出
席高规格场合，他虽然很紧张，却也
算圆满。

2 月底，河北省委书记与支援湖
北医疗队视频连线。这一次，他再次
出场，显得沉稳了许多，谈起工作来
有条有理，说到生活亦庄亦谐。

……
3 月 5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联合授予张明轩“全国卫生健康系
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

3 月 10 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党委宣布任命：张明轩同志拟任院
前急救中心护士长。

同事们纷纷跷起大拇指：提灯男
神，真帅！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参战官兵死亡率一度高达42%。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率领38名护士抵达前线
后，经过认真的战地护理，伤病员死亡率竟然降至2.2%。由于南丁格尔每个夜晚都手执风灯巡视，伤病员们亲切地称
她为“提灯女神”。

南丁格尔，由此成为人类护士的形象代表！
在人们的印象中，护士向来是温柔细腻的女生专利。“粗枝大叶”的男子汉们，似乎不太适宜，就好比张飞绣花。的

确，这个洁白的世界里，多有红颜，极少丁壮。
张明轩，就是一位武汉战疫中的男护士！来自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深夜提灯人”。

张明轩在武汉战疫一线

生活中
的张明轩是
个 幽 默 的
“90后”

怀抱纪念证书的张明轩
本版图片由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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