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之托 重于泰山
——— 来自山东驰援武汉抗疫前线的报告

□ 逄春阶 赵丰 李钢 黄翔

名字写在洁白的防护服上，不是为了炫
耀，而是便于战友们互相辨认。白衣战袍裹
身，看不清面容，胸前背后是两个醒目的大
字：山东！

这是庚子年春，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光谷院区，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东院区，东西湖方舱医院等10家医
疗单位的一道独特风景。

自2月2日起，山东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的号召，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在山东省对口支援黄冈市疫情防控前方
指挥部大力指导下，陆续有7批8支队伍抵达
武汉，来自齐鲁大地的精锐方阵，面对严峻
疫情，创新推出了党旗引领聚合力、专家引
领带团队、尖刀引领促攻坚的“三引领”工
作法，将来自全省各地的医护人员重新整
合，切实做到攥指成拳，形成战力，攻坚一
线，在武汉保卫战中彰显了山东力量，交出
了合格答卷。

截至3月31日，除山东省第五批援助湖北
齐鲁医院医疗队仍奋战在武汉外，其余队伍
在完成使命后凯旋休整。

“生命之托，重于泰山”8个鲜红的大
字，就刻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北门的巨
石上，山东首批援助武汉医疗队队员每天都
从巨石前走过，默念着这8个字进入他们的战
场——— C栋楼7层西重症病区。在即将告别之
际，山东医疗队队员纷纷在巨石前留影，背
靠“泰山”，目视前方，气宇轩昂，透出一
股英雄气。

泰山石敢当，山东实敢当！

驰援湖北，荆楚钲鸣战正酣

山东援助湖北医疗队第一、第二批正在
黄冈鏖战之时，第三批医疗队紧急集结，于2
月2日下午从济南遥墙机场登机出征，123名队
员分别来自18家医院，作为首批援助武汉的
山东医疗队，直面武汉保卫战。

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总领队左毅与第
三批医疗队队员同行，他曾参与抗击非典、
援建北川等重大应急事件，但这次面对的疫
情形势之严峻，情况之复杂，时间之紧迫，
前所未有，不可预料的因素太多。他感到压
力很大，责任很重。

2月2日晚，医疗队抵达武汉，待入住酒
店安顿下来已是2月3日凌晨2点多。

2月4日晚9点，经过防控感染培训及考核
后，首个班次6名护士3名医生，迎着“嗖
嗖”寒风，迎着病人穿透夜色的呻吟，正式
进驻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7西重症病区。
左毅一路嘱咐着将他们送进医院。

这是产科临时改造成的重症病区，医疗
队员抬头看到的是墙上婴儿的笑脸画，低头
看到的则是病床上求生的惊恐眼神。

战场就这样在武汉摆开了！
“灯花隐隐泪轻含，荆楚钲鸣战正酣。

最是柔情今夜月，相随相送到江南。”
这是我省一位诗人在元宵节写下的《上

元送别山东援鄂医务人员》中的诗句。
元宵节前后，又有三批医疗队员驰援武

汉：
2月6日，由35名护士组成的山东省第四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暨山东省援助湖北护理专业
医疗队驰援武汉的方舱医院。

2月7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一支131人
的医护团队作为第五批医疗队抵达武汉，进
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2月9日，山东省第六（山大二院队）、
七（青岛两支队伍，其中青大附院单独组建
一支）、八批医疗队，近700名医护人员同一
天抵达武汉，分赴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和汉阳
国博方舱医院。

最后一批医疗队到达武汉是2月20日。算
上此前到达的秦文医生和到鄂州的4名疾控工
作人员在内，驻武汉片区的山东援助湖北医
疗队共计1186人。

逆行的背影，透出的是坚定与从容。奔
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前线，他们筑起了一
道健康防线，也在人们心里筑了一道抵御病
毒的长城。

举起结实的拳头，重温初心

和誓言

医护人员来自全省16市200余家医院，涵
盖了呼吸、重症、感染、急诊医学、麻醉、
康复、护理、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其中
拥有高级职称的医生超过40%，护士中主管护
师以上的同样超过40%。而“80后”“90后”是主
力队员，且居住分散。如此错综复杂的队伍构
成和分散的布局，靠什么凝聚？385名党员是主
心骨，党徽别在胸前，光泽照亮一片。

每一支队伍抵达武汉，第一项工作就是
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
结实的拳头，把私利和危险抛在身后。

2月23日，为进一步加强山东省援助武汉
医疗队党的建设，在前期各批次临时党组织
及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卫生队临时党总支成
立并有效开展工作的基础上，经省卫生健康
委直属机关委员会批准，山东省援助武汉医
疗队临时党委正式成立，左毅任临时党委书
记。

我们曾目睹过他们的临时党委会，一台
手提电脑屏幕上，闪动着9个临时党委委员的
图像，他们认真传达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关于抗击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一起深入落实
省委省政府的各项部署，研究党的建设、患者
救治、感染防控、物资调配等有关工作。

身处抗“疫”前线，白衣战士严格按照
驻地-班车-病房“两点一线”，身体受束

缚，心理受影响，有对病毒的恐惧、有对工
作的焦虑，还有思乡情绪等等，都不能忽
视。在前线抓党建，就得创新载体，纾解压
力和负面情绪。

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
记、领队郑建新说：“我们临时党支部建立
‘一对一’谈心制度，及时掌握队员们的思
想动态，有忧排忧，有难化难，有疙瘩解疙瘩。
让党员的心去贴群众的心，用党员的行动，感
化群众的行动。这样抓党建，就抓实了。”

靠前指挥，管用的是身影指挥。党员干
部的身影，就是标杆。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临时党支部副书记、队长曲仪庆，作为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是专家，更是党的干部，他
坚持到病区讨论病情，进入污染病区查房，
克服穿上防护用品胸闷、头疼欲裂的不适，
坚持3-4个小时，查看患者高流量氧疗，无创
呼吸机的使用情况，利用自己丰富的专业知
识和工作经验，耐心地调整各项参数，并细
心地指导年轻医生。

山东省援助武汉医疗队临时党委还管着
一支小分队，那就是于1月31日出征鄂州的4名
疾控队员，他们都是党员，孙晓光担任临时
党支部书记、临时党委委员，“90后”的李
岩，结婚才两个月，“85后”的吴巨龙，媳
妇在国外留学，他把孩子交给老人。林彬主
动请缨，跟他的媳妇在抗“疫”一线“比
赛”。这4名党员来的时候，鄂州疫情较为凶
猛。孙晓光和同事们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程序，
与当地配合进行核酸检测工作，最忙的时候一
天的检测能达200多例，一次检测流程就需要
五六个小时，不能离开人的检测过程让4名队
员全部超负荷工作。孙晓光说，刚到鄂州的时
候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普遍，半夜送来的紧
急样本必须立刻检测，保证12个小时必出结
果。“58天，实验室的工作一天没停。”

下沉乡镇卫生院进行手把手带教也是孙
晓光的工作之一。“很多乡镇卫生院的采样
员都是基层医护人员，他们没有任何采样经
验，甚至都没听说过咽拭子、鼻拭子采样这
样的词儿。”

临时党委、临时党支部，别看有“临
时”二字，但初心是炽热的，战斗堡垒作用
是永恒的。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
出、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些都
是共产党人党性的精神元素，在危急关头，
方显夺目的光辉。在党旗感召下，山东援助
武汉医疗队七百余人申请入党，严格坚持标
准，共发展三批优秀队员火线入党。

标准流程+精准治疗，拼的是

专业素养

“胸部CT显示，双肺间质性改变，有加
重 表 现 … … ” “ 患 者 心 肺 功 能 储 备 不
足 … … ” “ 我 建 议 抗 生 素 是 不 是 调 一
调……”3月2日晚，围绕37床一名危重症患者
严某的一场线上会诊正在紧张进行。

严某72岁，是一名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肺癌术后2年，有脑梗死病史，合并心功能衰
竭、胸腔积液、重度营养不良、心理功能障碍等
多种情况，患者长期卧床四肢肌肉开始出现萎
缩，给治疗、护理带来了很大难度。曲仪庆带领
专家团队给患者制订个体化诊疗方案。

这是山东省援助武汉医疗队临时党委确
定的专家引领带团队工作法的一个具体案例。

医疗专家组在学习贯彻国家救治、防
护、防控方案的基础上，持续规范完善各项
医疗制度，制定了包含25项制度规范的《山
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工作手册》，对治疗方
案统一标准，对重症危重症患者统一由专家
组会诊，形成了较成熟的“山东特色”标
准、流程，努力做到各医疗队管理同质、治
疗同效。

2月28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山东省第五批援助湖北齐鲁医院医疗队负责

的病区，经过各项检查，医疗队认为一位62
岁的患者有“炎症风暴”倾向。“炎症风
暴”是细胞因子的过度反应，虽然在新冠肺
炎患者中并不多见，但却是轻症向重症和危
重症转化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重症和危重
症患者死亡的一个原因。

经过讨论，专家组决定采用“人工
肝”，也就是血液净化系统，尽快救治患
者。由于没有急需的仪器，医疗队决定向在
同一栋病房楼里的李兰娟院士团队求助。

10分钟后，李兰娟院士团队的朱梦飞赶
到。在征得患者同意后，齐鲁医院和浙江大
学第一医院首次正式合作。查房会诊，检测
指标，准备血浆和仪器，为患者进行血液灌
流……经过6个小时奋战，治疗顺利完成。之
后，又经过3次血液净化治疗，患者病情得到
明显控制，各项指标趋于正常。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往往年龄偏大，有
基础病史，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肾
脏疾病或脑血管疾病等。”第三批医疗队副
队长、省立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纪洪生
介绍，针对不同患者，医疗队在统一规范下
制订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做到
“一人一案”精准治疗，提高患者特别是重
症、危重症患者的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3月10日清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E1-9
楼，青岛二队领队、呼吸科专家李永春主持
晨交班，这天要重点讨论的是新入的52床，
一位从外院ICU转入合并脑梗的重症新冠肺炎
患者马阿姨。

前一天晚上，医生群里大家各抒己见，
讨论至深夜。

仔细听取了夜班医生和护士的意见，李
永春最后拍板并确定控制感染、维持氧合、加
强营养、强化护理的诊治思路。经过治疗，马阿
姨病情明显好转，再次CT复查，肺部阴影有

“吸收”的表现，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
今年55岁的于文成，是青岛大学附属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在2003年“非
典”防治中坚守在隔离病房，始终冲在第一
线。来武汉前，他担任医院新冠肺炎专家组
副组长，诊断、治疗了我省首例新冠肺炎患
者。每天到隔离病房了解病情，制订治疗方
案。先后救治了10余例新冠肺炎患者，包括
重症患者2例。来到武汉后，于文成任医疗专
家组组长，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区仍
然冲在抗疫最前线，每天坚持到隔离病房查
房，详细了解病情，掌握第一手资料，制订
针对性诊疗方案。专家扎实的专业素养，引
领着团队在一线顽强拼杀。

专家声音，客观公正、求真求实、精准
无误，成为救治“定音锤”。

尖 刀 班 、 突 击 队 、 先 锋

队……队名彰显着“队风”

一支队伍的队风，其凝聚力有赖于每一
个成员的付出、浇灌，更有赖于一个或多个代
表人物，他们是队伍的骨干，关键时刻能帮助
队员化险为夷，而面对棘手问题会挺身而出，
捍卫队旗的尊严。山东医疗队朴实的队风，就
是脚踏实地、坚韧不拔、敢打硬拼的齐鲁风。

2月17日23：50，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重症病区，65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周某病情危
急。第六批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医疗队队员、
共产党员冯昌接到插管通知，面无惧色，以
最快的速度披挂上阵。

有创呼吸机是挽救患者的唯一方式，其
中插管环节最具风险，口腔张开时，带病毒
的高浓度气溶胶会从气道喷出，插管医生成
为离险境最近的人。

对麻醉科医生冯昌而言，这是一项基本
技能。而这一次，他的手在颤抖，一个轻微
刺激都可能导致病人加剧衰竭。冯昌屏住呼
吸，小心翼翼，打开口腔，伸进喉镜，找到
一片小小的阴影区，那是声门，透明软管往
声带之间探去，气管滑入呼吸道。

30秒如此漫长，冯昌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插管完成后浑身都是汗，有一种窒息感。“就像
拆弹部队，知道前面有雷，排雷的时候必须心
无旁骛，那时候觉得自己更像战士。”

气管接入呼吸机后，患者的血氧饱和度
上升到93%，生命体征逐渐恢复平稳。这是山
大二院进驻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以来，实
施的首例气管插管治疗。

接下来的几天里，冯昌很快找回了手
感，即便带着三层手套，隔着满是水汽的面
罩，也能精准完成动作。

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共有17支国家
医疗队进驻，插管医生是稀缺人才。目前，
只有山大二院、青大附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
4支医疗队带有插管医生，他们共12人被分成
了6个小组，每组一值12小时。值班期间，在医
院待命，哪个病区有需要，就去哪里。

在武汉多家医院，插管小分队被媒体称
为“插管敢死队”，他们自己叫“插管先锋
队”。这个队伍中，山大二院除了冯昌，还有谢
坤，青大附院的冯伟，柳国强，张孝田，唐润栋，
衣选龙等也是“先锋队”队员。

如果说武汉是这场疫情的中心，那么中
心的中心，就是金银潭医院。作为武汉市传
染病专科医院，这里是最早打响这场全民抗

“疫”之战的地方。在与死神较量的正面搏击
中，身为院长的张定宇，他拖着身患“渐冻症”
的病体，还要默默承受妻子也感染新冠肺炎的
巨大打击。来武汉，我们一直想见张定宇。

3月24日下午，终于见到了这位英雄，一
个其貌不扬的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他的话仍
在耳边回荡：“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
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
回更多的病人。”而他却忘记了自己是个病
人，始终不下火线。

这次，面对我们，张定宇没说自己，他
先说起了山东医疗队。

2月24日晚，山东第十二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取得联系，医疗队连
夜遴选出15名队员。

第二天去金银潭送他们的那天清晨，医
疗队长张凤伟给15人的小分队起了个名字叫
“尖刀班”，意思就是要像一把尖刀一样，
直插病魔的心脏。

英雄张定宇引出了一个英雄的群体。这
15个人，没辜负“尖刀班”的命名。

我见到了“尖刀班”的15位勇士，他们
来自不同的医院，在山东互不相识，在武汉
却成了最亲密的“战友”。这是个青春方阵，70
后1人，80后9人，90后5人。成长，很漫长，有时
却又在瞬间。80后、90后，在家长眼里，他们是
一群任性的孩子，但是离开父母的视线，他们
个个英勇顽强。他们发出了这样的心声：“独立
出来都能干点大人能干的事儿，这些潜在的能
量，可能在家长面前无法显露。我们在家人面
前，流露的永远是最淘气最软弱的最不靠谱的
那一面。其实我们都长大了。”

淬火尖刀，有侠骨又有柔肠。山东医疗
队对重症、危重症患者除了生理上的治疗和
护理，心理疏导同样重要，医疗队集中队员中
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护士，成立心理服务
队，对患者进行科学的心理支持和疏导。

支援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山大二院队
员，面对疾病痛苦加上心情焦虑，表现得有
些紧张、烦躁的重症患者，尝试着“话
疗”。2月11日晚，医疗队新接收了18位患
者，其中一位老大娘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
着，想要回家。医疗队队员穴莹莹冒着被抓
伤的危险主动上前安抚。她指着窗外莹莹的
星光，轻声对老人说：“老人家，我叫莹
莹，是护士，是天使，是来帮你的，放心，
好了咱就回家。”

“天使？你是白衣天使啊，你可守着我
呀！”老人流着眼泪，但渐渐平静下来，躺
下慢慢睡着了。

穴莹莹告诉我们：“老人当时刚入院，
离开家人来到陌生环境，不大适应。经过交

流、安慰，心态平稳多了，现在也能积极配
合医护人员治疗。”

专家尖刀队、党员先锋队、专业突击
队、心理服务队等四支队伍，是山东医疗队
的队风之风向标，山东的白衣天使个个不怕
牺牲、连续奋战，哪怕脸颊被口罩勒出深
痕、双手被汗水浸到泛白，哪怕在手术室外
席地而眠、没时间上厕所不敢吃饭……他们
都不叫苦不叫累，给病人留下的永远是微
笑，而给自己的是握紧拳头举起来的自信。

细节里的情义和智慧，护你

无恙我平安

规章上墙，更上心，严字当头。山东省
援助武汉医疗队临时党委旗帜鲜明，必须树
立山东好形象，严明纪律，任何人不得擅自
行动，讲大局，坚决摒弃本位主义和狭隘思
想；坚决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坚决做
到慎终如始，知行合一。

首批援助武汉医疗队驻地离武汉花博汇
不远，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时候，武汉方面
安排好车辆想邀请山东队员游览，但是山东队
委婉拒绝了。医疗队员形成共识：“我们是来救
援的，现在正是最关键时候，不能麻痹，不能松
劲，不能厌战，不能有丝毫歇脚的思想苗头。”

第十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在武汉三院首
义院区，从病房里，就能看到黄鹤楼，首义
院区新冠肺炎患者清零后，武汉三院院长两
次邀请山东医疗队员游览黄鹤楼和赏樱花，
队员们也婉言谢绝，并主动要求到武汉三院
光谷院区继续救治患者。

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浸透着情义和智
慧。

来自齐鲁医院的医疗队员张璇和段元秀
发现，防护服没有口袋装笔及胶布，取物要
经常往返护士站及病房。两人从酒店借来了
针线，剪了床单与隔离衣缝成了一个个可随
身带的小布兜。粉红色的小布兜上大家还各
自写上打气加油的话语，成为了战“疫”病
房中最耀眼的“小红包”。

患者输液结束由护士做针头处理时，输
液器针头很容易刺伤护士，增加病毒感染的
风险。医疗队队员孙勇发明了“输液器断针
器”。将带有输液袋的输液器放置于卡槽
中，右手拉动把手即可完成操作，一步完成
输液袋与针头分离，紧接着针头与输液器分离
并落入下方利器盒中。整个过程不暴露针头，
刀片在器械中隐藏，不对操作护士产生任何意
外伤害。这一新发明已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
院区病房中使用，队员们纷纷点赞。

在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中，每4人就有1
人是在方舱医院治疗的，“方舱”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生命之舱”。

在东西湖方舱医院，自2月9日入舱到3月7
日休舱，山东医疗队负责的病区接收入院患者
325人，转出179人，出院177人。武汉汉阳国博方
舱医院自2月11日16点正式开舱收治患者，截至
3月8日休舱，山东医疗队累计收治病人数599
人，累计治愈出院人数305人，转出294人。

为了让患者更好地辨认，医护人员的防
护服上都写上了各自的名字。但在汉阳国博
方舱医院，医护人员身上除了名字，还贴着
大大的二维码，特别引人注意。

在方舱医院里，山东医疗队将患者称为
“舱友”。为化解“舱友”们的心理问题，
辅以“心理治疗”，队员们为患者们建立了
一个汉阳方舱家人群，并将二维码贴在医护
人员的防护服上，患者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
进群，可以和医护人员们交流、沟通。

“家人群里现在有几百人，还有专门的
心理疏导群。”山东省第八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队员、成武县人民医院王爱平说，很多患
者与医护人员都成了朋友，“医疗队不光要
治疗患者身体上的疾病，更要梳理患者心理
上的疾病，信心才是最好的良药”。

在东西湖方舱医院，山东省第四批援助湖
北医疗队也建立了患友群，采取相互鼓励、组
织活动等方式，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恐惧心
理，稳定患者情绪，使患者安心配合治疗。

“做好个人防护，是所有工作的基础。”把
队员感染防护作为首要的生活要求和重要的
纪律抓实抓细。每次临时党委会均严格强调做
好防护工作。左毅先后20多次到各医疗队驻
地、病房督导检查，当面指出问题、当场整改落
实，消除感染防控工作中的薄弱点。

医疗队各级临时党组织还把关心关爱队
员身心健康，将保障队员健康贯穿到工作、
交通、生活的全过程，实时帮助解决困难和
问题。临时党委结合元宵节、三八国际妇女
节等节日，发送慰问信。调拨防护服、消毒
液、口罩等医用物资，确保队员防护需求；
调运羽绒服、电热毯、食品水果等，不断改
善队员生活条件。

为确保防护物资及时到位，山东省对口支
援黄冈市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给予积极支持。
临时党委与山东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调度，每周会根据各队的
物资需求情况，按时运送相关物资抵达前线。

3月28日上午，山东医疗队队员，在同济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友谊林”种下4株紫薇
树。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
等也来到了植树现场。她谈到了各个医疗队
在此两个多月的战“疫”经过，“今天我们
在这里植树，可以说是种下生命之树、希望
之树，也是各个出院患者和武汉所有市民的
健康之树，这个日子很值得纪念。来年的春
天，咱们武汉再聚。”她还专门为山东医疗
队队员写下留言：“谢谢山东医疗队，你们
辛苦了！”

做事扎实让人觉得踏实，遇事果敢让人
信赖，大事难事勇于担当，总是走在前面负
重前行的那群人，就是重情重义的山东人。

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在病房交班，交代病情。 □李洪振 逄春阶 报道

4 2020年4月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周艳 王召群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