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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染了新冠肺炎。
时间估计是在今年 1 月 16

日或 17 日，当时发热门诊病人
非常多，防护做得不够，我们
当时就戴着外科口罩。

感染以后，我心里并不太
害怕。首先，我们急诊科有呼
吸机等各种装置，设备比较齐
全。加上我们急诊科这几年一
直在做流感治疗，去年救治了
30 个很重的流感肺炎，全部存
活。再一个，病毒性疾病都是
自限性的疾病，只要不干涉治
疗免疫过程，两个星期到三个
星期就基本上好了。我读书的
时候老师就说，感冒是鼻病毒
的感染，治疗，两周会好，不
治 疗 ， 14 天 也 会 好 。 换 句 话
说，是靠自身免疫力。

我小时候看过欧·亨利的一
篇小说 《最后一片叶子》，讲的
是一位女画家患上了严重的肺
炎，病情越来越重，失去了活
下去的勇气和信念。她看到窗
外 一 棵 长 春 藤 的 树 叶 不 断 在
掉 ， 认 为 所 有 的 叶 子 都 落 下
时，就是她生命结束之时。5、
4、3、2、1，令人惊奇的事发
生了：尽管屋外的风刮得那样
厉害，雨下得那样急，剩下的
最后一片叶子也已枯萎发黄，
但它仍然长在高高的藤枝上。
女画家就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坚
持 下 去 ？ 于 是 又 重 拾 生 的 信
念，顽强地活了下来。故事的
真相是叶子其实全掉了，最后
一片叶子是好心人画上去的。

这个故事就是讲“人不要放弃希望”。病毒每年都会
来，人是天地之精灵，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有了这
样的信念之后，根本都不怕，病会好起来的。我们的希
望在于自身免疫力的重建。所以我在治疗期间就在数日
子，就像 《最后一片叶子》 那样，每天都在算，看熬过
来没有。

我住院 20 几天就可以出院了，现在体内抗体非常高，
跟年轻人一样。

人要有信念，就像 《最后一片叶子》 里，叶子不掉，
就有活下来的勇气了。作为医务人员，要告诉普通人，得
了疾病怎么样才能好，要鼓劲，而不是一味强调说没有特
效药，没的治了——这样的观点忽视了信心的力量

（作者为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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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法学会等组织

发起国际抗疫联合行动

本报电 4 月 15 日，“COVID-19 国际抗疫联合行动”
在北京正式启动，参与行动的8家社会组织和企业通过网络
发出倡议：发挥各行业协会的公信力、影响力和组织力，
凝聚专业力量，构筑多元合作交流平台，发挥行业组织优
势，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克时艰，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助力全球抗疫取得最终胜利。

这一行动由中国卫生法学会联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中外企业家联合会等组织共同发起。中国卫生法学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沙玉申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迫切
要求全世界本着合作的精神共同行动起来。此刻，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凸显出其时代价值。作为全国性法学
专业社团，发起这一行动既是中国卫生法学会的社会责
任，也是抗疫实践的现实需要。”

行动成员单位已在中国卫生法学会的组织协调下，组
织起草了 《国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检测方
案》，并将其翻译成英语、法语等；提供远程培训、专家指
导；汇总符合各国标准的抗疫物资信息。

沙玉申表示，未来，中国卫生法学会将重点指导联合
行动，成立由法律、医疗等行业专家组成的对外咨询部，
引导企业规范交易；发布产品中外文对照技术标准文件；
通过大数据应用进行需求匹配；搭建多样性推广平台，突
出推介中医药治疗成功经验和方剂。

北京丰台，岳各庄，有座医院被业
界这样描述——“在这里，医护人员每
天要与可怕的病毒打交道，面对很多传
染病患者，接触大量传染性物品，稍不
留神，就有可能被感染……”

这是一个特殊战场，每天上演着性命
攸关的生死较量。在这里有一群不畏生
死、大义担当的健康卫士，他们曾在抗击
非典、防控甲流、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
情等重大任务中屡建战功，他们是国家和
军队疫情防控的拳头力量——解放军总医
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作为北京市
确诊患者定点收治“主战场”之一，解放
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务人员把岗位当
战位，以过硬技术和担当作为，向着“打
胜仗、零感染”的目标不懈努力。

成立 24人专家组 24
小时轮流值班，不断调整
个体化诊治方案

1 月 21 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
中心被确定为北京市市级三家定点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机构之一，承担起
大量确诊病人和重症病人的收治任务。

作为该中心疫情防控主力军的感染
病医学部，在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
院院士王福生亲自带领下，第一时间拉
响战斗警报、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第一时间进入战斗状态。他们刀锋所
指，冲向战疫第一线、最前沿。

兵贵神速。该学部围绕批量收容、
精准救治、院感控制、生物安全、心理
干预、物质保障等工作，建立指挥、实
施、保障、监督全流程战时体系，迅即
完成平战状态的高效转换；他们合理设
置救治单元，高效衔接救治环节，迅速
设置发热门诊、留观病区、疑似患者病
区、确诊患者病区、危重症患者病区，
优化救治流程。

该学部从两个院区精选感染、呼
吸、重症、急救等专业经验丰富的医务
人员，以参加过抗击非典、甲流、埃博
拉等任务人员为骨干，迅速组建了发热
门诊收治、确诊患者救治、疑似患者与
医学观察人员管理三支力量，及时展开
全员全岗培训；他们组建 24人疫情处置
专家医疗组，汇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王
福生、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
赵敏教授、北京市卫健委新冠肺炎确诊
专家秦恩强等一大批高级别专家。

精准制定重型、危重型病例诊断、
患者出院、院内感控等规范流程，健全
完善疫情专项应急管理体系，该学部做
到了战疫有条不紊、有章可循。专家组
24 小时轮流值班，坚持每日多学科会诊
机制和重症早期干预理念，针对危重患
者病情逐一讨论，不断优化个体化诊治
方案。

他们成立科研攻关组，在王福生院
士带领下，充分发挥感染病医学临床救
治国家队和“八一”队的专家技术优
势，努力降低病亡率、提高治愈率。他
们快速启动科技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科技应对”第二批应急攻关
项目。

先后组织500多名专
家和医务人员，分批次接
替进入一线

与新型冠状病毒交手，与传染病过
招，该学部全体医护人员逆行而上，没
有一人后退。1 月 22 日，在抗击疫情誓
师大会现场，该学部医护人员誓言铿
锵：“我是军人，是党员，还是传染病专
业医生，这个时候，我不上战场谁上？”

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曾参加
过抗击非典、埃博拉战斗的感染二科主
任秦恩强，代表全体医生发言，他话不
多，但掷地有声：“我有经验，我先上！”

面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病医学部全体人员与病毒展开厮
杀。他们先后组织 500 余名专家和医务
人员，分批次接替进入一线，担负起发
热门诊排查和确诊患者收治等任务。

在病区，感染三科主任姜天俊每天
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将自己“全副武
装”起来，夜以继日地始终守护着患
者，随时观察患者病情的发展。为提高
工作效率，他不敢多吃饭、不敢多喝
水，尽量不上厕所，一个班下来常常全
身湿透，累得筋疲力尽。

在抗疫一线，每位医护人员都是舍
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当领导问生物
治疗科主任孟繁平有没有困难时，他毫
不犹豫地说没有。

巾帼不让须眉。20 岁出头的朱彬彬

是科里最小的护士。护士长刘利敏问
她：“彬彬，你害怕吗？”她回答：“护士
长，大家一起战斗，我不害怕！”

面对疫情，原来准备年前结婚的护
士夏丽媛，悄悄把车票退掉，说服家人
和准新郎推迟婚期，成为首批进入隔离
病房的护士，与新冠病毒交战两个多月。

“想病人之所想，急
病人之所急，是我们应该
做的”

日前，一位阿姨在发热门诊被确
诊，当值班护士陈典洁护送她住院时，
外面露深寒重，陈典洁当即取下自己的
大衣。阿姨连忙摆手：“这可不行，我身
上有病毒，会弄脏你们大衣的！”

“大衣可以再消毒，您冻着了，病情
加重了，可就麻烦了！”

“外面这么冷，我还穿着羽绒服，你
就穿这么薄的防护服，怎么行？”

“我年轻，我扛冻！”在陈典洁坚持
下，阿姨终于披上了她的大衣。

“患者得病很不幸了，这时要多帮他
们。”发热门诊主任黄磊为更好照顾患
者，积极协调为患者提供饮用水和盒
饭，让他们感受润物无声的温暖。“发热
门诊走出的每位病人，我都清楚他们的
病情。”黄磊说。不管是确诊、疑似患
者，还是被排除人员，他都亲自把关，
确保万无一失。

黄磊还注重院后回访，他要求发热

门诊医护人员利用休息时间，对就诊回
家的人进行电话随访，及时掌握他们的
身体状况。这一举措，让很多康复者心
里暖暖的。

重症患者小杨住院期间，其父不幸
病逝。小杨悲痛欲绝，一下子对生活失
去了信心，不配合高流量氧疗、无创呼
吸机等治疗措施。

感染二科副主任徐哲看到后，找各种
机会跟小杨谈心，还加了微信，时不时开
导他：“你是男人，必须要坚强！你是家
里的顶梁柱，家人还得靠你养活呢。”后
来，小杨配合治疗，最终康复出院。

爱是零距离的，只要是对患者发自
内心的爱，都会真诚地传递给患者。感
染二科护士长吴丹每日深入病房，都会
了解患者饮食、睡眠、心理状况等。看
到患者身体虚弱吃饭困难，她就一勺一
勺地喂他们，往往一顿饭下来，自己累
得直不起腰来；看到患者看不清报纸上
的字，她就找来放大镜，帮患者缓解被
隔离的孤独；看到患者心情焦虑，她就
走到床旁说说知心话，鼓励患者增强信
心战胜病魔。

“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是
我们应该做的。”吴丹说。15 床、16 床
是一对年近八旬的夫妻，两人都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由于入院匆忙，两位老人
没带任何生活用品。细心的护士长李因
茵主动给老人买来牙膏牙刷，甚至还有
新内衣内裤。拿到物品的老人连忙致
谢：“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就像我亲闺女
一样！”

“作为军人，疫情就是战场”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抗疫纪实

罗国金 洪建国 戴欣

3 月 24 日，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协和医院西区 （以下简称“武
汉协和医院”），原 8层病区 172床的陈
叔叔康复出院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支
援武汉医疗队的护士们趁着倒班的休息
时间都来为他送行。

其中，护士孙姝妍还特地为这位叔
叔写了一封信，对他表示感谢。

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从 2 月 15
日说起。

那天，孙姝妍去病房为患者输液，
172床的大叔突然哽咽地说：“我85岁的
老母亲昨天去世了。”

孙姝妍一愣，还没等开口安慰他，
患者已经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当时就慌了。带着口罩的大
叔，年龄看着和我父亲相仿，一个顶天
立地的男人在我面前哭了，我就觉得好
心疼啊。”她说。

原来，大叔和爱人先不幸感染了新
型冠状病毒，老母亲因为照顾他们，也
被感染上了。一家三口一同住进武汉协
和医院西区，爱人和老母亲在一个病
区，大叔则被安排在8层病区。

“这个病治不好了！我的老母亲入
院才 9 天，就去世了！这个病毒太厉害
了！治不好了！”母亲去世的消息极大
地打击了大叔的心理。

“我突然觉得我做不了什么，只能
站在床边和大叔说说话，分散一下他沉
重的心情，告诉他，他母亲一定希望他
能健康地出院。”孙姝妍说。

从此，172 床的大叔成了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护理团队很关注的一位重症
患者。

“我每次上班，但凡有一点时间总
想着去病房和他聊几句。”孙姝妍说，
他们会聊大叔一夜之间就长大的儿子，
会聊他爱人最近病情的进展，会聊现在
在姥姥家玩耍的大叔的小孙子，也聊到
过大叔去世的老母亲。

“他告诉我和老母亲的关系特别
好，要不是这次生病，他们从来没有分
开过这么久，但他连老母亲的最后一面
也没见到……”孙姝妍说。

3 月 23 日，孙姝妍收到了 172 床大
叔发来的微信，这是她之前和大叔的约
定，出院前一定告诉她，如果正好赶上

不上班，她一定来送送他。
微信里说：“是你们的艰苦努力把

我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我的病情得到
了很好的控制……代表我们全家衷心感
谢你们，也祝你们早日结束任务回家和
家人团聚，等疫情过去欢迎你们到武
汉，武汉永远等你们。”

孙姝妍在给大叔的信中有这样的
话：“叔叔，我要谢谢您，思来想去，
来这里我收获最大的应该是我更加懂
得了‘珍惜’！在您这里我看到了我自

己，父母对我们的感情是最无私和最
伟大的，我真的不敢想象他们不在我
身边的日子……我会好好珍惜身边我
爱的人和爱我的人。生命只有一次，
不要让自己后悔，在我们还可以好好
珍惜身边人的时候，让我们尽我们所
能好好去爱他们，好好地去感受他们
的爱！172 床的大叔，在这段照护您的
日子里，我早把您也当作我的叔叔看
待了，希望我们都可以更好地过接下
来的每一天。”

一位患者康复出院
护士却对他说谢谢

韩冬野

内蒙古鄂托克旗——

用爱心守护我们的城
李 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内蒙古鄂托克旗广大民
众要么守望相助、传递爱心，要么筹款筹物、紧急驰援，
暖心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卡点的工作人员没饭吃，那哪行？所以我就来了。”
棋盘井镇区出口疫情防控卡点工作人员存在吃饭难的问
题，急需雇佣一名厨师。棋盘井居民郑海清看到招聘启事
当天就去应聘，并且承诺不要一分报酬。应聘成功的他立
即投身到了食材准备中，中午12点一到，香喷喷的饭菜已
经摆到了桌上。

鄂托克旗发动广大社区党员、群众、新时代文明志愿
者们在各小区出入口设立体温检测信息登记点，对外来车
辆摸排登记、对相关人员测量体温。看到他们在小区门口
站岗，乌兰镇尚城珑园小区的业主自发组成了40多人的轮
岗队伍，每天顶替他们回家吃饭，排不上班的业主送水的
送水、送水果的送水果。

截至目前，全旗已发动 1000余名党员及志愿者参与到
社区群防群控工作中，青年学生、社区大爷大妈也自发组
织开展各类活动志愿活动100余场次。

“我是党员，我先来。”鄂托克旗广大党员将入党誓词
化作奋战一线的勇毅之力。家住棋盘井镇石勒凯村的党员
李有亮在得知村民缺少防护物资后，到镇区自费购买了
1000 副口罩和 50 公斤的消毒液，向村民发放。李有亮说：

“在疫情面前，作为一名党员，要比别人做得多，这是党员
的责任。”

截至目前，鄂托克旗各界捐献现金、防护用具、食品
等共价值500多万元。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感染病房内，ICU医护人员通过握手判断重症患者反应 （2月12日摄）。
董靓颖摄 （新华社发）

图为孙姝妍到172床大叔床旁告知有患者出院消息的视频截屏。图为孙姝妍到172床大叔床旁告知有患者出院消息的视频截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