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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重报集团孝感报道组记者 陈维灯

75公里，是孝感与武汉的距离。
除夕，36岁的徐瑜随陆军军医大

学新桥医院医疗支援队抵达武汉；两天
后，40岁的刘煜亮随首批重庆支援孝
感医疗队抵达孝感。

刘煜亮和徐瑜这对战“疫”中的逆
行夫妻，除夕至今只在视频通话里见过
两次面。

“我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她是
新桥医院呼吸内科专家、副教授。我们
谁到湖北一线都是应该的，也都不意
外。”2月13日，坐在记者面前的刘煜
亮神情略显疲惫：“我意外的是，她竟然
比我先行到湖北。”

“医生不就是做这些的
吗？职责所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夫妻俩都主
动申请前往湖北一线。

1月22日提出申请的刘煜亮做好
了出发的一切准备，但先接到出发通知
的却是徐瑜。

除夕之夜，徐瑜进驻武汉金银潭医
院；农历正月初一，刘煜亮也接到了出
发前往孝感的通知。

“孝感和武汉差不多，离她近点就
好。”刘煜亮说，相隔75公里的两人，却
经常忙得两三天电话都打不上一个。

“你要是问我今天是几号、星期几，
我肯定不知道，我唯一记得的是，我该
上哪个班，几点上班。”电话里，徐瑜这
样说。

抵达武汉后，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
接管了金银潭医院综合病房楼4层、5
层，于1月26日收治首批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

徐瑜所在的小组要管10多名患

者，查房、制定诊疗方案、急诊会诊、转
科……这是徐瑜每天的工作。全副武
装的徐瑜，三层手套、防护服、护目镜、
面屏、脚套……光是穿，就得花上半个
小时时间。

闷热、不透气，这让徐瑜很不适应，
护目镜和面屏又容易起雾，她只能睁大
眼睛，努力在雾气中辨别方向。很快，
汗水就会顺着脖子往下流，等她从污染
区退出来时，往往是汗流浃背，几近虚
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徐瑜很难有机会听到爱人刘煜
亮安慰的话语。因为在孝感，担任重庆
医疗队轻症专家技术组组长的刘煜亮
同样在“连轴转”。

“就说昨晚吧，几乎一夜没睡。”2
月13日，刘煜亮解释着自己神情疲惫
的原因。

徐瑜和刘煜亮这对夫妻，就这样坚
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对于面临的困难和

危险，两人从未退缩。“医生不就是做这
些的吗？职责所在。”刘煜亮说。

“医生应该做的事情，从
来不仅仅是给人治病”

如今，徐瑜已转至火神山医院继续
奋战。虽然在金银潭医院只待了一周
时间，58岁的何涛（化名）却给徐瑜留
下了深刻印象。

“何涛是我们同行，一位影像科的
教授，他在照顾妻子时患病。”徐瑜说。

辗转几个医院的经历，让何涛有些
自暴自弃。徐瑜路过他病床的时候，总
会多和他说上几句话。徐瑜还帮何涛
和他妻子交流，呼吸困难说不了话，那
就写下来，徐瑜再转给他妻子。

渐渐地，何涛会主动与徐瑜说说自
己的症状，“人好像好受些了”“有点想
喝稀饭”……

“医生应该做的事情，从来不仅仅
是简单的给人治病。”徐瑜说，对患者来
说，不仅仅需要得到好的治疗，更需要
心理上的抚慰和鼓励。

“等一起回家，再好好抱
一抱孩子”

2月14日，刘煜亮在18时和19时左
右，给徐瑜打了两次电话，都无人接听。

“没人接是正常的，她多半在隔离
区内。”刘煜亮苦笑着摇摇头，有些无可
奈何。

时间，已过了20时，刘煜亮终于等
到了徐瑜的回电。几句寒暄，刘煜亮叮
嘱着，“回去路上慢点，注意安全。要降
温了，注意保暖，”

随后，刘煜亮给徐瑜发了一个
“520”的红包。这是俩人难得的浪漫。

“其实，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新冠肺
炎。”徐瑜说，她比丈夫先到武汉，当两
人视频时，刘煜亮无意中用手揉了下眼
睛，她立马指出，“你这样可不行，很有
可能感染，千万不能揉眼睛。”

在经过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批准
后，徐瑜还将军队在院感防控方面的措
施分享给刘煜亮。这些措施，被刘煜亮
详细记录，对后来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
在孝感的工作起到了很好地参考作用，
很多建议也被孝感当地在疫情防控工
作采纳。

并肩战斗的两人，“冷落”了6岁多
的儿子豆豆。但实际上，豆豆也是夫妻
俩除疫情防控之外说的最多的。

“其实，孩子已经很习惯我俩不在
家了。”徐瑜和刘煜亮都忙，加班是常
事，这次支援湖北，夫妻俩都没有给儿
子明说。三四天未见爸爸妈妈的豆豆，
这才从奶奶那得知，爸爸妈妈都到湖北

“打病毒怪兽”了。
爸爸妈妈都在“打怪兽”，但学校老

师给每个孩子布置的关于新冠肺炎的
作业，豆豆做不来，奶奶也没办法。豆
豆急得大哭：“都是坏病毒，害得我爸爸
妈妈不能在家陪我！”

不能在家陪孩子，但刘煜亮和徐瑜
约好，“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等着一起回
家的那天，再好好抱一抱孩子。”

“医生不就是做这些的吗？职责所在”“孝感和武汉差不多，离她近点就好”

湖北战“疫”夫妻双逆行

□重报集团孝感报道组记者 陈维灯

2月15日，寒潮下的孝感，全市大
部地区大雪纷飞。

纷飞的大雪里，来自重庆市急救医
疗中心呼吸内科的杨晓娟，作为重庆市
赴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对口支援
队（以下简称“重庆支援队”）孝昌分队
队长，带领着14名医护人员，由汉川转
战孝感。

至此，重庆支援队的277名医护人
员，全部到达指定区域，并立即开展相
关救治工作。

第二批重庆支援队在2月 11日
夜里到达孝感后，相关工作即全面展
开。

2月12日夜里，黑龙江省支援湖
北孝感医疗队抵达孝感。当晚，重庆支
援队前方指挥部立即与黑龙江省医疗

队领队、副领队会见并座谈。
2月13日，经重庆市、黑龙江省、

孝感市三方协商：重庆负责支援孝感市
中心医院、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及孝

南、云梦、孝昌、大吾4个区县；黑龙江
负责支援应城、安陆、汉川3个县级市。

截至2月13日24时，孝感市当日
累计确诊病例3009例（含临床诊断病

例80例），累计死亡病例57例，累计治
愈出院255例。

截至2月13日24时，重庆负责区
域所涉及的病例达到了1777例。

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全面展开救治工作
截至13日24时，重庆负责区域所涉及病例达1777例

□本报记者 彭瑜

从2月13日开始至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结束，万州区对部分发热患者进
行5天集中医学观察管理。

设置普通发热病人的集中观察点
是为了让普通发热病人得到更好的管
理和监测，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早隔离可疑传染病病人，减少可能
存在的传播风险，对于保护公众健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万州区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在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下称三
峡医专）学生宿舍设置集中医学观察
点，首批配置了3栋共计450余个房
间。

“疫情就是命令，必须马上行动”

2月12日中午，56岁的孙萍没有
午睡，吃完午饭就赶往三峡医专。与
此同时，刘奉、邓雪松、张丽芳等80余
名同事都赶回了学校。

2个多小时前，学校接到指令，该
校学生宿舍被万州区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临时征
用为万州区发热患者集中医学观察
点，当晚要接收病人入住。

“时间紧，任务重。”学校党委副书
记冉隆平坦言，学生宿舍日用品零散
满屋，因为疫情防控一时也找不到搬
运工。冉隆平说，

好在三峡医专早有准备。2月7
日，学校就开始征集志愿者，一是准备
随时支援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二是开
学前后，学校也急需大量志愿者对返
校学生进行体检。短短3天，全校教职
工有247人报名。12日上午，学校紧
急通知刚发出，人在万州城区的教职
工纷纷赶回了学校。

“先把一栋楼腾空出来。”学生宿
舍共6层楼，每层楼20多间寝室。冉
隆平被校党委临时任命为搬迁清理现
场总指挥。他把80人分成6个组各负
责一层楼的搬迁清理，每组又分成物
品收拾、薄膜裁剪、封存铺床、粘贴清
洁等4个小组分工协作。“每三间寝室
的物品集中打包堆放到一间寝室。”

下午两点，搬迁清理正式开始。
每间宿舍约30平方米，6间学生床，上
面是床铺、下面是书桌。每个组先把
学生床上、桌上的物品打包收拾搬走，
然后用彩色塑料膜把两边的床铺全部
遮住，最后打扫清洁，安置行军床。

床上、桌上摆满了生活用品、学习
用具。“孩子们的东西要收拾好。”57岁
的刘奉是学校科技处处长，她一件一
件分门别类装进准备好的袋子，然后
标注寝室、床号，最后留言，“谢谢大家
的支持。”

基础医学部主任邓雪松父亲刚出
院，母亲病重，妻子在三峡中心医院上
班，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但他得知
消息，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部门4
位同事一起参战。

“哪个不是满头大汗！”孙萍56岁
了，但跟年轻人一样清理、打包，一件
一件往库房里搬。

副教授陈宪明64岁，退休在家。
听说学校清理学生宿舍作发热患者集
中医学观察点，也返回学校参加搬迁
清理行动。

……
当天深夜10点，学生宿舍1栋楼

140间寝室全部清理完毕。随后，三峡
医专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准时入驻。

第二天，又腾出300多间寝室

战斗继续。13日早上8点，学校
继续搬迁清理3栋、5栋学生宿舍。一
大早，闻讯赶来的人更多。

女教师钟兴泉还在哺乳期，听说
要腾空学生宿舍，安排好孩子，一大早
也赶到学校。学校党委办公室职工毛
作飞在走马镇冒水村驻村扶贫，刚好
13日休假，12日深夜10点也从村里赶
回万州城区，加入第二天的行动。

参战人数达到了150余人。当天，
紧急腾空学生宿舍3栋和5楼，照样分
成6个组，每个组负责两层楼。

九三学社三峡医专支社主委、51
岁的骆继军教授，主动请缨承担宿舍
物品整理行动小组负责人，带领大家
对学生的个人物品进行清点整理隔离
封存。

整理学生物品、封闭多余床位、封
存物品、铺好床铺、卫生清洁……大家
齐动手，甩开膀子干，与时间赛跑，终
于在傍晚6点前又腾出300多间学生
寝室。

2月14日，20名发热患者先后入
住三峡医专发热患者集中医学观察
点。学校还为他们提供脸盆、洗脸帕、
衣架、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并按时将
一日三餐送到宿舍。

“紧急行动18小时，我们抢抓每一
分钟，打了一场漂亮仗！”冉隆平说。

两日紧急行动
抢抓每一分钟

三峡医专腾空450间学生宿舍作集中医学观察点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该病
人因发热15天于2020年 2月6日入
院，自测体温38.4℃，无咳嗽咳痰、流
涕、打喷嚏等其他不适，患者到当地
医院行CT及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查
阳性……”2月 15日晚，重医附二院
江南院区的远程超声会诊中心，包括
重医附二院副院长梅浙川教授在内
的多位专家一起，为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东院区的四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
者进行远程会诊，明确下一步的治疗
方案。

“患者目前重症肺炎合并脑梗死，
左侧肢体功能障碍……希望明确脑梗
死治疗康复训练方案、气道管理护理
方案、营养支持等治疗方案。”重庆市
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医生组组长、
重医附二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杜先智通
过屏幕介绍病人的相关情况。来自重
医附二院呼吸内科、感染病科、重症医

学科、神经内科，以及心血管内科、消
化内科、内分泌与代谢病科的多位专
家，则聚精会神地听取病情介绍，并不
时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

等杜先智介绍完病情，远程超声
会诊中心里的专家又根据各自擅长的
领域就每位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询
问，并根据已知情况，向前方医疗队提
出了诊疗意见。经过双方反复讨论，
为这四名危重症患者制定了下一步治
疗方案。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远程会诊，能
为在武汉的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拟定
最佳的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治愈
率。”重庆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
长、重医附二院呼吸内科主任王导新
表示，未来该院还会经常通过远程会
诊，与湖北当地医院以及支援湖北的
前方医疗队共同探索、交流危急重症
患者的救治经验。

重医附二院专家远程会诊
武汉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2月14日，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职工志愿者在腾空后的学生寝室
布置简易病床。

记者 龙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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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重庆支援队厉兵秣马，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却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

2月13日下午，已在孝感市中心
医院重症区连续奋战近半个月的60名
重庆支援队医护人员暂时撤离“战
区”，进行短暂休整；替换他们进入重
症区的，是2月11日夜里抵达孝感市
的另外60名重庆支援队的医护人员。

也在这天下午，75名第二批到达
的重庆支援队医护人员分成3组，赶赴
云梦、孝昌和大吾；已在汉川战“疫”半

个月的15名重庆支援队医护人员也着
手进行交接工作，于2月15日赶赴孝
昌。

没有片刻耽搁，中午12时到达孝
昌的杨晓娟，简单午餐后，即带着医疗
院感及护理组长一行8人冒着大雪前
往孝昌县人民医院进行实地考察。

根据考察情况，杨晓娟进行了初
步的工作安排：提高孝昌县人民医院
院感防控，对感染病区“三区两通道”
的布局、病区内消毒设施配置提出合
理整改建议；针对孝昌县人民医院医

护人员开展院感防控知识培训和讲
座；开展重庆和孝昌连线的远程会诊；
以孝昌县人民医院为依托，覆盖孝昌
县的战“疫”工作。

当然，“闲不住”的不仅仅是杨晓
娟率领的孝昌分队，在云梦、在大吾，
重庆支援队的医护人员也已全面开展
工作。

重庆支援孝感云梦分队到达云梦
县人民医院后，立即与云梦县人民医
院领导、医生进行沟通，并由队长张孝
彬带队进入医院感染科进行查看，了

解到感染科大约有70张床位，现有61
位确诊患者，其中重症4个，使用无创
呼吸机一人。

随后，云梦分队查看了感染科防
护情况，同时与医院沟通整改防护分
区情况；云梦分队护理组常青、陈春
萍、王娟等人进入感染病区，实地了
解现阶段患者的护理基本情况及院
感防护措施，以及病区分区、物资供
应情况，熟悉了病区内医护人员和患
者的进出通道以及流程，并提出整改
措施。

2月16日，云梦分队将正式进驻
云梦县人民医院感染科病区，全面接
手确诊病例的救治工作。

行动 各分队全面进驻，工作迅速推进

2月14日，重庆支援队前方指挥
部与黑龙江省医疗队、孝感市建立了三
方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并召开了第一次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的有关事
宜。

同时，重庆支援队正式向孝感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落实中央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

救治”的7条建议。
“我们建议集中现有的队伍、技

术、药品、设备形成优势力量，更好实
施同质化救治，节约有限的医疗防护
资源，将孝感市两所区域性中心医院
孝感市中心医院和汉川市人民医院确
定为孝感全市重症病例定点救治医
院，集中救治孝感全市的重症和危重
症患者，切实降低病亡率。”重庆支援

队领队、前方指挥部指挥长、临时党委
书记梅哲介绍，对此，三方已基本达成
一致。

大吾分队医疗组组长、重医附一院
副院长吕富荣介绍，孝感市中心医院现
有重症病例60例、危重症病例17例，
下一步将对孝感市中心医院3个楼层
进行改造，每层至少可增加床位30个，
预计可累计增加床位90至120个，该

院可用的重症床位最多将达到 180
个。汉川市人民医院的可用重症床位
约100个。两所医院床位相加，应该可
以满足孝感市存量和增量重症患者的
床位需求。

在重症患者转运上，吕富荣建议采
取分步转运的方式进行。其中，孝南区
重症患者可先行向孝感市中心医院转
运，孝昌、大吾、云梦3个县的重症患者
经专家评估后，将适合转运的患者向孝
感市中心医院转运，最大限度保证患者
转运安全。

聚焦 坚持“四个集中”，实施科学救治

徐瑜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