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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40多支援鄂医疗队3000多名医护人员返程。
“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武汉普通市民的这句

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他们是
这场战争最大的功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民族才会有希望；
一个国家多一些为人民利益而忠诚守望的人，国家才会
有希望。”

3月16日上午，张博文在工作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
话，这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她想用这句话对战

“疫”以来身边同事的无私奉献表达敬意。作为北京中日
友好医院的援鄂护士，此时她来到武汉已经 51天了。战

“疫”的日子里，除了最忙的几天之外，张博文都保持了
写工作日记的习惯。

50 多天中，张博文从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转
战武汉东西湖客厅方舱医院，再到光谷方舱医院，直到3
月6日光谷方舱正式休舱，张博文和她的同事们一直战斗
在抗疫第一线。

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援汉抗疫的医护人员超
过 4.2 万人，其中像张博文一样的护士超过 2.86 万人，
占医疗队总人数 68%，在对患者的救治中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说星星很亮的人，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护士的眼
睛。”一位被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曾含着泪说，“护士们
的眼神，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近日，本报记者跟踪采
访了前往武汉支援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山东援鄂医疗
队、福建援鄂医疗队的 8位护士，记录下他们在战“疫”
中的感人故事。正如张博文在日记中所写：“我的同事里
许多人有着柔弱的肩膀，但却是最勇敢的战士。”非凡之
路，始于平凡。每一位无惧风险战斗在一线的护士，都
值得我们感谢、尊重和铭记。

高文博：
“支援武汉，我第一个上”

“当我知道武汉疫情开始严重的时候，我就跟科室领
导请战，支援武汉，我第一个上。”回忆起当初报名战

“疫”的时候，高文博对本报记者说，“1月26日我们医院
第一批援汉医疗队出发，名单里却没有我。当时我一下
急了，赶紧去问领导。怎么不派我去呢？我是男孩，体
力好，急危重症专业出身，我最合适不过了！”

高文博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一名男护士，在武汉
援助的他先后在东西湖客厅方舱医院和光谷方舱医院参
加救治工作。1990 年出生的他性格阳光开朗。谈起单位
没有派自己参加第一梯队的原因，高文博说：“我有哮
喘，领导有点不放心。但最后他们还是拗不过我的坚
持，所以我这不是来了么。”

在援汉最初的几天里，哮喘成了高文博必须克服的
难题。

“最早穿上防护服的那几天确实很憋，头一直懵
懵的。”高文博说，“密闭式的防护服非常重，我的
体力流失很快。防护服里空气流动缓慢影响呼吸，真
的很难受。”

为了尽快适应，高文博开始自己想办法：“每天我都
会在鼻子上抹薄荷膏，这样能帮我尽量保持清醒。”

工作时，护士和患者们的互帮互助，让高文博感受
到了最朴实真挚的人性。

“我们方舱有个阿姨，由于年轻时用凉水洗衣服，手
裂开了口子。入驻方舱时匆忙，没有带护手霜。我看她
的裂口一直很疼，就把自己的护手霜给了她。”高文博
说，“阿姨知道我跟她的孙子年龄相仿，对待我就像对待
自己的亲人似的。她每天都会到舱里护士站看我，叮嘱
我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还帮我整理护目镜和帽子。”

医患的亲密关系让高文博非常感动：“作为一个中
国人，我觉得特别地自豪，整个中国都在战斗。有时
候坚持不住了，我就会跟自己说，坚持到最后就能看到
希望！”

孙康杰：
“31号病人，能动了！”

“我护理的病人本身也是一名医生，他是在工作中
不幸感染。”孙康杰对本报记者说，“在房间里看着自
己的战友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心里很不是
滋味。”

孙康杰是中日友好医院西医妇科的一名护士。“我妈
妈是护士，2003 年非典时就战斗在一线。现在又和我一
样战斗在抗疫一线。”孙康杰告诉本报记者，“我的家人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勇气。”

3 月初，孙康杰和常年在 ICU （重症加强护理病
房） 工作的张亚兰护士一起，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参与危重症病人的护理工作。31床的病人——一位外科
医生，是她此次护理的重点对象，大家都称呼他为31号
病人。

孙康杰说，“3 月 3 日，31 号病人转到我们病区。刚
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各种机器，比如 ECMO （人
工肺），此外他身上还有 CRRT （血滤机）、心电监护
仪、还有一些输液管……我们几乎把所有重症病人能用
的设备都用上了。”

ECMO+CRRT 是危重症治疗领域的“重型武器”。
这一武器可以部分替代患者已被病毒蚕食的双肺，并为

其清除体内毒素，为进一步治疗争取时间。然而“重型
武器”的使用，对医护的要求都极高。由于仪器对患者
的呼吸、循环、凝血、电解质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影
响，运行过程需要十分严格的监测。孙康杰和张亚兰为
31号病人每4个小时进行一次抽血、查血气，同时还要对
他的各个穿刺管路进行维护并为他翻身、吸痰等护理。

“我顾不上害怕自己在护理过程中被感染，”孙康杰
说，“就是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

3 月 8 日，31 号病人醒来，孙康杰喜出望外：“他的
眼神中透着光，那是生命的能量。”

孙康杰轻轻握住他的手:“前两天，我就想和你说说
话了，现在你的状态很好，要继续坚持！很快你就可以
回家了，为了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这位病人眼角泛
泪点了点头。

“帮他整理生活用品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家人送来
的照片和画。其中有他和妻子的结婚照，上面写着‘老
公，我爱你，等你回家’，还有女儿画的全家福，上面用
稚嫩的字体写着：‘爸爸我们爱你！等你平安归来！爸爸
加油！’”说到这里，孙康杰有点哽咽，“其实我也想念
在北京的孩子，没有人不想回家，但我是护士，这场战
役，不能少了我们。”

在孙康杰和同事们的治疗、护理下， 31号病人身体
渐渐能小范围活动了，也能简单说话沟通了。3 月 9 日，
孙康杰写下一首小诗：

“我祝福你，31床，
也祝福每一个病人，
乌云散尽，
就会感受阳光。
感受生命的力量，
我们与你们同在！”

吕蕊：
“请把你的后背交给我！”

“小心领口，请拉下帽子往里卷……”2月 15日，武
汉客厅方舱医院“出口班”的护士们正耐心地给要下班
的医护人员脱防护服。

在这里，护士们的日常排班分为“出口班”“入口
班”和“责任班”等。“责任班”的主班主要是处理医
嘱和协调舱内工作。“入口班”是帮同事们穿防护服并
检查纰漏。“出口班”就是负责帮助下班后的医护人员
脱防护服。

“这个工作很重要，容不得一点马虎，要保证同事们
的绝对安全。”在“出口班”工作的护士长吕蕊对本报记
者说，“听上去很简单，但一个班上下来50多个人，包括
保洁、保安、警察、医生和护士。平均每个人脱防护服
需要 5 到 10 分钟。脱防护服的过程是最容易感染的，因
此需要聚精会神地观察，五六个小时下来，你就会累得
筋疲力尽。”

吕蕊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医院 ICU 病房的护士
长，2月6日，她参加山东省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参加战

“疫”。在客厅方舱，她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有一位护
士的故事让她非常感动。

“我最佩服的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张洋护士长，她曾对
自己的护士们说过一句话，‘我是怎么把你们带到武汉
的，就会怎么把你们带回北京。’”吕蕊说，每一次张洋
都是最后一个进场，最后一个退场。因为她要把每个队
员的防护服都检查一遍，有些时候即使不是她的班，她
也会来到医院入口，看着队员们一个个整齐穿戴好，从
医务人员通道走进去。

“她很瘦小，但在我眼中，她的身影无比高大，”吕
蕊说，“有一个影片里的一句台词令我印象深刻——‘请
把你的后背交给我！’这也是我想对队友们说的话。使命
所在，责无旁贷，我要为大家做最靠谱的守门人！”

林璐：
“能来武汉战‘疫’真的很骄傲”

被问起为什么要报名前往武汉战“疫”时，1993年出生
的林璐告诉本报记者，“我是一名护士，更是一名党员。”

林璐是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的护士。在 2 月 15 日
晚的寒风中，她跟随第九批福建省援鄂医疗队抵达武
汉，开始了自己的战“疫”征程。

“我的主要工作是对患者进行基础护理、生命监测和
病情观察。”林璐说，“此外，还有心理护理。心理护理
其实很重要，病人们刚进方舱时或多或少会因为环境陌
生而紧张。这就需要我们为他们做心理辅导，替他们树
立信心。信心是战胜新冠肺炎的强大武器。只有他们相
信自己可以治愈，那么治疗工作才能更顺利。”

在林璐负责的患者中，有一位“90后”，他在住院的
时候主动要求当志愿者，帮医生们搬运一些中药及各种
生活物资。

林璐说，“后来他出院了，还给我们写了感谢信，他
甚至还记得我的名字。读到感谢信我真的好开心。很多
病人都像他一样，很暖心。”

几天前，林璐2岁的小儿子给她录了一个视频，胖乎
乎的小男孩在视频里对着妈妈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加油，叔叔阿姨们加油，武汉加
油！”林璐的眼睛湿润了，她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自己的同
事们，大家都很感动。

“我觉得能来武汉战‘疫’真的很骄傲。来之前也有
焦虑和紧张。但是来自家人和四面八方的支持，让我感
到安全、充满力量。”

晋瑞婷：
“你们是我们的护士妈妈”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
医学界一句名言，来到武汉后，我终于对它有深刻体会
了。”说这话时，晋瑞婷正在房间里整理随行物品。随着
武汉各个方舱医院的关闭，作为中日友好医院援鄂医疗
队一员的她，也正式转入修整待命状态。

她对本报记者说，疫情情况正在好转，等到疫情结
束，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和战友们好好再聚一次。到时候
大家都不戴口罩，可以互相好好认识一下。

“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方舱医院里工作，但是彼此还

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晋瑞婷对本报记者说，“援汉的
1个月，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每一个人的声音、眼神彼
此都熟悉，就是看不到彼此的全部面容。有一次一个同
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张不戴口罩的照片。我翻到了，
觉得很陌生。我用手把照片中人的鼻子和嘴巴捂上，只
看眼睛，一下就认出来是谁了。”

在方舱工作的日子里，最让晋瑞婷感动的是一件小
事。“我们的舱里有一位11岁的小朋友，我们会经常给他
带一些零食。”晋瑞婷说，“有一次我给大家带巧克力，
先给小朋友发，然后发给叔叔阿姨们。分到一个 50多岁
的阿姨的时候，她握住了我的手说：‘她是小朋友，我们
是大朋友，你们是我们的护士妈妈！’听到这句话我一下
就哭了。我觉得这次来武汉，真的值了！”

回想自己1个多月的战“疫”经历，晋瑞婷觉得，方
舱医院里面发生的一切告诉自己一个道理：在全民战

“疫”中，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每一个人都知
道自己该做什么。

晋瑞婷说：“我们医院1000多位护士，几乎都报名了
支援武汉。虽然最后不是所有人都能来，但是我们的心
始终在一起。”

刘颖：
“像当年前辈呵护我们一样呵护小朋友”

“新冠肺炎导致血氧下降，血氧低于 93%就很危险
了。”刘颖对本报记者说，“在方舱做护理工作，测量患
者血氧是重中之重。”

“90 后”的护士刘颖是北京援汉的护士之一，2 月 4
日，她跟随第四批国家紧急医学支援队来到武汉，先后
在客厅方舱和光谷方舱开展护理工作。

“我当初报名是瞒着家里报的。”刘颖说，“我出发前
临上车的时候才跟我妈说了支援武汉的事。”出发前，刘
颖特别嘱咐家里的弟弟妹妹照顾好父母。

2月7日，刘颖过了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生日，这
是她的30岁生日，在武汉的方舱医院度过。

“过生日那天我们准备进舱了，在做进舱前的最后训
练时，我妈妈给我拨了一个视频电话。”刘颖说，“我妈
说，大闺女今天过生日了，我知道你们刚去条件艰苦，
只能泡面当长寿面，等你回家了，妈妈再给你好好过个
生日。说完她就哭了。我的同事们就在视频里劝她说，
阿姨放心吧，我们都在刘颖身边，大家都挺好的。”

在刘颖负责的舱里，有一位 10岁的小朋友，和妈妈
一起住进方舱。看着他天真无邪的样子，刘颖就会想起
17年前上小学时经历“非典”却并不紧张的自己，因为
当年前线医护人员的拼死奋战，自己的生活离病毒很
远、很安全。

“那时就觉得好像放了一个长长的假。”刘颖说，“很
高兴现在自己可以像当年的前辈呵护我们一样呵护现在
的小孩子。”

刘毅敏：
“我见到的是医患关系和谐的场景”

“我工作 10 多年了，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患者的不理
解。”刘毅敏对本报记者说，“可是在方舱医院没有任何
的不理解，患者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见到的是医患
关系和谐的场景。”

作为北京援汉护士，刘毅敏已经在战“疫”前线工
作1个多月了。她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

在方舱医院工作期间，护士们需要定时给患者完成
采血工作。但是身穿笨重的防护服、带着双层手套和护
目镜，护士们进行采血扎针的精细操作时非常困难。

“因为装备的原因有时看不清，动作也不稳，扎错针
的可能性很大，当时我很担心患者会生气，结果发现我
的担心是多余的。”刘毅敏说，有一位年龄很大的阿姨在
采血的时候对她说：“姑娘，你放心扎吧。我知道你不容
易，你一针扎不准就扎第二针。”

“这个时候我心里觉得很温暖。”刘毅敏告诉记者，
那位老阿姨对她说，希望自己可以尽快好起来，这样护
士们就能早点结束工作，尽快和家人团聚。

“听到这么暖心的话，心里真的很感动。”刘毅敏说。
在长达6小时的时间里，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着沉

重的护目镜，两层口罩在防住口鼻的同时也阻碍了呼吸
……这就是方舱医院护士们的日常工作状态。为了节省
防护服，入舱前大家不喝水也不吃东西，这样可以不用
在中途上厕所。为了以防万一，每个人的衣服里都垫着
纸尿裤。四五个小时后，口罩的带子勒到耳根的肉里，
勒得耳朵生疼、颧骨胀痛。衣服厚重、呼吸不畅、汗流
浃背、体力流失，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护士们一
直在认真工作，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没有一个轻言放
弃，没有一个做了逃兵。有一次，刘毅敏被护目镜的含
氯消毒剂腐蚀了眼睛，剧痛让她的左眼长达一个小时无
法睁开。这个时候她的心中却只有愧疚：“如果我一个人
掉了队，那就会加大其他同事的工作量，那样会很对不
起他们。”

努力和坚持换来了收获。很快，第一个治愈出院的
病人出现在了刘毅敏负责的班上。“是一位 45岁的男人，
出院那一天，他手拿着出院单，走路步伐都是雀跃的，
我真替他高兴。”刘毅敏说，“我想他出去以后看到春天
已经来到，心里一定特别开心。”

习近平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同正在病区工作的医务
人员代表视频连线，询问工作和保障情况。习近平强
调，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最辛苦，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身体
和心理压力，许多同志脸上和手上被磨出了血，令人感
动，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叮嘱广大医务人员加强自我防护、抓住机会休
息，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有关部门要落实好防护
物资、生活物资保障，落实好工资待遇、临时性工资补
助、卫生防疫津贴待遇，尽快出台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
员的政策措施，帮助大家解除后顾之忧，确保大家以饱
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在医院办公楼外广场，习近平接见了湖北省当地和
军队、外地支援湖北医护人员代表。习近平指出，在湖

北和武汉人民遭受疫情打击的关键关头，广大医务工作
者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展现了医者仁心的
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感动
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当前，疫情蔓延扩散势头已经得
到基本遏制，防控形势逐步向好。这是全党全国全社会
共同努力、团结奋斗的结果，你们是最大的功臣，党和
人民要给你们记头功。党中央和各方面将一如既往大力
支持湖北和武汉抗击疫情工作，一如既往全力提供医疗

物资支援，一如既往为大家解除后顾之忧。党中央和全
国人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在
疫情防控斗争进入关键阶段，气可鼓不可泄。要一鼓作
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扛得住，守得住，不能前功
尽弃。医务人员健康是战胜疫情的重要保障。很多同志
在这里奋战一个多月了，很辛苦、很疲劳，希望你们注
意休息，保证营养，保重身体。有关方面要改善大家工
作生活条件，落实好各项防护保障措施，加强轮换和休

整，尽最大努力确保一线医务人员健康和安全。
——摘自《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
社区工作者公安干
警基层干部下沉干
部志愿者和居民群
众时强调 毫不放
松抓紧抓实抓细各
项防控工作 坚决
打赢湖北保卫战武
汉保卫战》（人民日
报 2020 年 3 月 11
日1版）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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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
——奋战抗疫一线护士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杨俊峰

孙康杰与苏醒后的31号病人在病床前合影。
资料图片

刘颖 （右一） 与康复的小朋友合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