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挺进“大别山”：病人如潮，战斗不息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扫一扫，
分享她的故事

▲张淑珍一家。

被武汉高规格迎接“震住了” 了 解 疫 情、

防护培训、病区

考察………抵达

湖北省黄冈市大

别山区域医疗中

心后的两天，这

些是湖南第二批

援鄂医疗队护理

组副组长、邵阳

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援鄂医疗队副

队长张淑珍的日

常。

被 称 为“ 黄

冈版小汤山”的

大别山区域医疗

中心，由两栋建

筑结构相同的“双

胞 胎 楼 ” 组 成，

分东、西两大病

区，共设立 1000

余 张 床 位。 自 1

月 28 日 被 政 府

紧急启用后，它

就成为黄冈市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

的集中收治点。

其 实，37 岁

的张淑珍早早就

为抗击疫情做了

准备——提前剪

去长卷发，采购

了 数 包 尿 不 湿。

可当她和队友们

正式挺进“大别

山”后，她才发

现，这场“战疫”

远比想象中激烈。

查房、测温、换药、输液、

送餐……来黄冈“抗疫”的

日子里，“四班倒”的张淑

珍每天有6 小时在为监护、

照顾患者忙个不停。欣慰

的是，隔离病房里的暖心

故事也在不时上演。

不久前，隔离病区收治

了一对被确诊的老年夫妇，

在安排入院时，两位老人

执意将未被感染的孙子带

在身边。“原本按照规定，

这个孩子是不能入院的。”

但老人的解释让在场的医

务人员既沉重又感动。“他

们的孙子得了自闭症，而且

没了爸爸和妈妈，也没有

其他亲人可以托付，老人

知道医院对孙子来说很危

险，但如果他们不把孩子

带在身边，没人照顾的话

只会更危险……他们没有

选择。”

还有一个被确诊收治

的年轻女子，刚被安排入

院，就拉着医务人员的手

连连要求“跟孩子同住一

个病房”。原来，她 9 个月

大的孩子也被确诊为新冠

肺炎，母子俩虽住进同一

隔离病区，却在不同楼层，

“她担心孩子吃不饱，睡不

好”。最终，在医务人员的

帮助下，母子俩得以相聚。

由于隔离病区没有专职

2月4日晚 8 时，湖北省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

中心。

张淑珍在“全副武装”工作 6 小时后，终于迎来

了下班时间。交接工作还未结束，她的对讲机又响了：

“有病人呼吸困难，正在抢救，张老师你快来！”

在长长的病区走廊疾步奔走，远处的呼喊声渐

渐清晰：“压住病人的手，别让他乱动！”心急之下，

张淑珍的步子迈得更大了。

此时，抢救室里，被几名医生“固定”住的病

人仍虚弱地扭摆着身体，嘴里断断续续地念叨：“我

……是不是不行了？”

“你会好起来的！”说完，张淑珍看了眼一旁的

仪器，眉头紧锁——病人的血氧饱和度直往下降，“立

即动脉采血！”

紧张的氛围让张淑珍的额头布满汗水，口罩下

连连呼出的热气开始在护目镜上结成水雾，她的视

线渐渐变得模糊，待病人的手再次被“定”住的一瞬，

她果断拿起了针管……

当晚 10 时 47 分，刚从抢救室出来不久的张淑

珍告诉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好消息——“病人已经

脱离危险。”只是，紧绷的弦稍有放松，她却感到一

阵后怕，“给病人扎针时，（病人）又动了，针头差点

划到自己”。

如果受伤，伤口将会暴露在住满新冠肺炎患者

的病区，其后的结果，张淑珍似乎能够预见——“被

感染、被隔离”，至于更严重的后果，她不敢想。

“面对这样的病毒，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作为

一名医务人员，我必须挺身而出。”她说，过去这些

天，自己之所以能一直奋勇向前，不仅仅是职业使命，

也源于最初抵达湖北时遇到的感人场景。

1月28日，大年初四晚上，湖南省第二批援鄂

医疗队 137名医务人员刚到武汉，就被眼前的“高规

格”迎接给“震”住了——列车外，志愿者们站成一排，

铆足了劲地鼓掌，一脸的灿烂笑容；出站时，铁路

工作人员一路引领、护送；行走在人群里，有人高

呼：“湖南湖北一家亲，你们来了，我们就有希望了！”

有人善意调侃：“你们可是我们的宝贝，过来了可别

累坏了身体！”还有人举臂呼喊：“湖北加油！中国加

油！”

“那一夜的场景真的很让我触动，也正是在那一

刻，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是夜，

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张淑珍顾不上疲倦，为自己写

下了一首壮行诗：

初四驰援黄岗，请缨决战疆场。

英雄本色是担当，天使逆行勇上。

无畏冠魔肆虐，周旋流病疯狂。

同心纾难祖邦强，百姓安康有望！

“ 我 们 是 在 1 月 31日

下午 3 时正式收治病人的，

34 个小时后，和怀化市援

鄂医疗队负责的同一楼层

的 110 张病床，就全部住

上了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张淑珍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病区刚开放的 12 个

小时，鸣笛声不断的救护

车就一波接一波地送来了

33 名患者，“像潮水涌来一

样”。

为了把控护理质量，且

及时收治更多患者，2 月1

日凌晨 2 时，从临床退到

二线，近半年没有上过夜

班的张淑珍主动和 7 名护

理队员值起了在黄冈的第

一个夜班。

按照以往的经验，张淑

珍原以为值夜班会“闲”一

点，但在黄冈，情况却截

然相反——就在她值夜班

的一个小时里，就接收了8

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这一夜，张淑珍的“战

役”正式打响。

“其实，每次进入病区，

我们都会把口罩、护目镜、

双层手套、鞋套、手术服、

隔离服、防护服等穿戴好，

在层层防护下，通常很难

受病毒感染。”但首次在黄

冈“抗疫”，即便经验丰富

的张淑珍也感到不适。

“每位新入院的确诊患

者，我们都要打上留置针，

但有些患者的血管条件不

好，很难找准位置，又加

上防护服不透气，护目镜

容易起雾，很多往常看似

简单的医疗护理都要尝试

很多遍。”好在，张淑珍的

首场“夜战”顺利渡过——

交班前，她和护理队员们

成功完成了各项护理工作。

从“大别山”回到入住

的酒店，这场看不见硝烟的

“战争”仍未结束。

“在酒店大门处，每位

进出的医务人员都要进行

测温、消毒，如果到了饭点，

为防止交叉感染，我们都

是把饭菜打包到自己的房

间，对打包盒和全身进行

清洗消毒后才能吃饭。”张

淑珍说。

剪掉长发买好尿不湿，进驻“大别山”

病房里的人间悲欢

保洁员，医疗垃圾只得由

值班护士统一清理。一次，

有个病人看到护士连着好

几个病房来回往返，很不

好意思地说：“现在这个地

方（指隔离病区）也只有你

们敢来，你们不仅为我们

治病，为我们送餐，现在

还要搞卫生，真的太辛苦

了，我除了配合治疗也没事

可做，要不护士你把拖把

和消毒液给我，卫生就由

我来打扫。”

这些感人的故事，张淑

珍原本想讲给自己的两个

孩子听，但每每忙至深夜，

身在湖南的孩子早已熟睡，

她只得将千言万语藏在心

底，在微信上给家人报个

平安。

采访结束前，谈及这

次援鄂抗疫的感受，电话

那头的张淑珍没有细说，

只告诉记者“看我明天发的

朋友圈就知道了”。

2 月5日上午 7 时，张

淑珍的微信朋友圈更新了，

里面写道：

“在这场生死与共的战争

中，我感受到医务人员的紧

缺和使命的神圣；在这场特

殊的旅行中，大家都觉得我

很危险，（但）比起疫区病

人，我觉得自己太幸福，此刻，

躯体只是皮囊，精神的富足

是我前行的力量，能在危难

时刻治病救人，此生无憾！”

▲张淑珍在配药间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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