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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白头”的他，仍留守武汉
记国内首位重症医学博士邱海波与他的重症攻坚团队

海报上的她，终于回了家

本报记者卢宥伊、王曦

一张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援助湖北医疗队
出征宣誓的照片，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
外科主管护士谢泽荣多次成为中外媒体海报
上的“封面人物”。

4 月 21 日，结束隔离的她同全体战友一
起走下大巴车，接受领导和同事的列队欢迎。
回到两个多月前集结出征的地方，被鲜花和
掌声簇拥着，这位普通的护士仍然感到有些
不真实。

时针倒回 2020 年春节前夕，武汉疫情吃
紧。作为一名有着 18 年工作经验的护士，谢
泽荣时时刻刻关注着新闻动向。武汉封城那
天，谢泽荣试探性地和丈夫提出，如果国家要
征集医护支援前线，她要报名。

“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一定会去的，结婚
17 年，我太了解她了。”谢泽荣的工程师丈夫
杨先生回想起收到出征通知短信的那晚，仍
然眼眶发红。“晚上 11 点半收到了短信，第二
天就要出发。当时前线医疗资源挤兑严重，我
脑子一片空白，马上起来帮她收拾行李，装了
好多好多药，塞到箱子都快装不下了。”

“如果回不来了，大家会记住然然有个伟
大的妈妈。”2 月 7 日，坐上开往双流机场的
逆行大巴，看着站在银杏树下一动不动送别
的丈夫一点点变小、消失，谢泽荣的内心百感
交集。平日里，她是一名工作兢兢业业的党员
护士，曾是一位罹患过癌症的病人，还是一个

9 岁小男孩的母亲。也正是因为这些身份，她
对生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虽然和丈夫、儿子
有万般不舍，但一种对生命的敬意和对世界
的善意在强烈地召唤着她，义无反顾向前
线去。

航班落地前半小时，谢泽荣从舷窗里俯
瞰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被笼罩在阴
霾里。在领队的组织下，全机的医护人员开始
将普通口罩统一更换为医用 N95 口罩。

机场是空无一人的寂静，唯一碰到的，是
相向而来并肩作战的齐鲁医院医疗队，两队
人马互相致敬。“那一刻似乎有种仪式感，突
然感到我是几万名奔赴前线的抗疫国家队的
一员，是为国而战的勇士，这种感情瞬间就战
胜了恐惧。”谢泽荣说。

深夜，城市未眠。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区里，华西医院接管了 23、24 号病区，“全副

武装”的医护依然紧张有序地战斗着。
第一天工作时，谢泽荣轮值深夜 12 点到

4点的晚班。在清洁区，她见到了已经工作一
整天的护士长，仍在监督新到的医护人员做
好隔离，让她觉得无比安全。

进入隔离病区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所有
医护人员都要经过培训，严防被感染。“口罩
要戴两层，还要用胶布贴住，护目镜要尽量密
闭，完全隔绝皮肤暴露。一整套穿上后，会有
种窒息的感觉。”谢泽荣回忆。

虽然二月初她所在的医院物资已有基本
保障，但战友们仍然很珍惜防护服，进入病区
后五六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交接班完毕，消毒、更衣。谢泽荣带领四
个组员有条不紊地开始工作：给危重病人完
成俯卧位到仰卧位的大翻身，并且查看病人
全身皮肤是否完整，双肩、骶尾部、双脚足跟

水胶体敷贴保护得很好，几个微泵、呼吸
机、心电监护都在有效工作，输液也按计划
进行，治疗有序开展。

严格防护的隔离病区禁止家属和护工
进入，重症患者又大多是老年人，护士们除
了在治疗护理上细致入微，还要担任生活
护理的工作。

谢泽荣每天巡查病房，要为病人整理
床单，洗衣服，给无法自理的老人喂饭，洗
脸洗脚剪指甲。医患关系特别融洽，几位病
人从防护服背后的名字认出谢泽荣来时，
会一个劲儿地夸她认真负责，连整理床都
有一套标准。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对确诊的母子。
41 岁的儿子从未把自己当作过病人，每天
反复询问的，都是重症母亲的各种指标。谢
泽荣在给这位 65 岁的老人做治疗时，目睹
了老人在儿子的不断呼唤下，慢慢睁开眼
睛的那一瞬间。生命的力量前所未有地直
接击中了她，但她只能拼命忍住眼泪，以防
泪水模糊了护目镜和面屏。

这样的时刻还很多。尽管护士的工作
很琐碎，但看到病人渐渐好起来，脱呼吸
机、脱面罩、脱鼻导管，再自主呼吸，是最开
心的时刻。

汗水与泪水交织的这 61 天，每一位医
护人员都用尽全力去战斗，每一个病人也
用强烈地求生欲回馈着大家的努力，谢泽
荣战斗的 24 病区总收治 109 人，死亡两
例。她说，我们没有放弃任何一个病人，许
多 80、90 岁的老人都康复了，这对医护人
员来说是最大的肯定。

4 月 6 日，华西医疗队接到撤离通知，
此时离武汉解封还有两天。临别之际，病人
们争相与朝夕相处的医护人员合影留念，
驻地酒店的厨师们敲起了锅碗瓢盆，小朋
友们走上街头举起了自己画的送别牌子，
特警列队敬礼目送大巴车离去。

谢泽荣看到一个骑着电瓶车的武汉市
民，特意停下来向她致敬挥手，阳光洒在他
身上，天是不一样的蓝。

临别之际，谢泽荣看到
一个骑着电瓶车的武汉市
民，特意停下来向她致敬挥
手，阳光洒在他身上，天是
不一样的蓝

本报记者邱冰清、蒋芳

4 月 15 日，最后一批撤离的国家援鄂抗
疫医疗队返回北京。国家医疗队顶级医护专
家继续留守武汉，加入国家专家督导组团队，
攻坚最后的“重症堡垒”。其中，江苏援助湖北
的医疗工作者有 10 人。

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
委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
副书记邱海波，从1月19日驰援湖北至今，已
在前线奋战近百天。

邱海波还没回来

邱海波是江苏援湖北医疗队中的权威专
家，记者一直在约他的专访，希望听他仔细讲
讲在武汉一线与死神“抢人”的故事。

4 月 13 日下午，最后一批江苏援湖北医
疗队 205 人撤离武汉，平安飞抵南京禄口国
际机场，记者在人群中仔细找了好几遍，都没
能找到邱海波。

记者联系上邱海波的学生、同在武汉支
援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医师潘纯，“最后一批都回家了，你们怎么还
不回来？”

“我们又被留下啦。”1 月 19 日，邱海波
临危受命奔赴武汉。一周后，潘纯赶到武汉与
老师会合。3 个月时间，他们一直忙着救治武
汉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

重症医学是“鬼门关”前最后的“救命
场”。加强重症患者救治，是降低新冠肺炎病
亡率的关键。作为我国第一位重症医学博士，
54 岁的邱海波已不是第一次支援一线。2005
年四川省猪链球菌病疫情，2008 年汶川地震
救治危重伤者，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疫
情，2010 年玉树地震……一次次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最前线，邱海波都在。

在武汉的 90 多天，邱海波鲜少“露面”。
4 月初，有组照片在网上“火”了。媒体刊

发了邱海波2月20日和3月30日的对比照片，
称“抗疫专家一月白头”。“没那么夸张。我到
武汉只带了唯一一件外套，你看对比照里外
套颜色都变了，明显是曝光度问题。”邱海波
在电话里一再跟记者解释。

另一张照片在中大医院的群里传得很
“火”。第三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晁亚丽
2 月 18 日悄悄“偷拍”了一张合影：左边是北
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专家杜斌、右边是邱海
波，一人手上拿着一片面包。照片背后的故事
是，某日杜斌和邱海波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结束查房已是下午一点，
因为赶着去下一家医院查房，两人顾不上吃
午饭，随手拿了片面包匆匆离去。

其实，在武汉重症患者集中收治的医院，
很容易“抓到”邱海波。

初到武汉时，邱海波搭乘政府预约车巡
查各家医院，每次到医院时间不固定、车辆不
固定，出入医院都要走程序。他觉得太浪费时
间，就申请了一辆车，每天自己开车，最多一
天能跑三四家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就是

他定点巡查的医院之一，几乎每天他都去三
个重症病区查房。

“他不走正常电梯，要去运送医疗垃圾的
电梯那等他。”潘纯告诉记者，三个病区分布
在三个楼层，为节省进出污染区穿脱防护服
的二三十分钟时间，邱海波每次都乘坐运送
医疗垃圾专用电梯，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来
不及休息，另一方面还能省一套防护服。

白天深入重症病区了解患者病情，晚上
揣摩研究治疗方案，总结治疗流程、探索治疗
路径。无症状的低氧血症比呼吸衰竭要更早
引起重视、俯卧位通气可以改善患者呼
吸……邱海波先后参与了第 2 版到第 7 版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的制定工作，明
确了重症、危重症患者治疗路径。

没能回家的除了邱海波，还有很多才下
一线又开始转场的医生。疫情发生以来，邱海
波的重症医学团队成员分别在江苏、湖北黄
石、湖北武汉奋战。其中，作为江苏省卫健委
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的杨毅，疫
情期间往返江苏各市，车程近 5 万公里。在杨
毅等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江苏实现 631 例
本土病例全治愈、零死亡。4 月 14 日，她又赶
往黑龙江支援医疗救治。

“临床医生”邱海波

在武汉，邱海波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
员、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但他更看重的是
自己“临床医生”这个身份。

“医生，就该是临床医生，临近、靠近、扎
根在病人床边。”邱海波说。常规肺炎病人低
氧状态下有明显的症状，例如嘴唇甚至全身
发紫、呼吸频率快、胸闷。新冠肺炎确诊病人
因心肌受损，低氧状态下嘴唇没那么紫、心率

不快、呼吸频率也不快，被称为“沉默性低氧
血症”。也因此，很多病人从轻症转重症几乎
没有征兆，更需要医护人员及时监控血氧饱
和度，及时做氧疗、插管等。

“只有突然发现的病情变化，没有突然发
生的病情变化。重症病人的生命都是在病床
边上盯出来、抢回来的。”这是邱海波从医30
多年来的一个心得。他还记得自己治疗的第
一个重症患者，那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脑梗患
者，入院后 7 天心脏骤停，皮肤皱褶捏起来能
“站”住。邱海波守在病人床边，每 5 分钟看一
次血压和心率，根据病人情况随时调整治理
方案，几天后病人好转。这让他体会到，每一
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要清楚病人的动态，才
能当好“生命的守门员”。

90 多天来，他每天辗转于武汉市金银潭
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
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医院，一直战斗在“红区”。
初期有些医护人员对床边抢救等高感染风险
的操作心存顾虑，邱海波就自己上，用行动给
大家鼓劲，“不要怕，插管确实有风险，但只要
我们做好防护，是不会被感染的。”巡诊中，邱
海波发现俯卧位通气几乎对所有重症病人有
很好的效果，虽然穿着厚重防护服，他也常常
坚持自己动手，下午查房时把病人翻过来，第
二天早上查房时再把病人仰过来。在他的推
动下，这一治疗方法被写入诊疗方案。

“新冠病毒具有非常诡异、隐匿的特点，

对重症救治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在最
具挑战的现场，给病人最多的生命机会，这就
是 ICU 医生的使命。”邱海波说。

除了不断完善诊疗方案，邱海波还与“国
家队”的专家们一起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
例如，他们建议在 3 家定点医院基础上增设
综合医院收治重症患者，武汉市很快确定了

十余家收治重症、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
床位达到 9000 多张。

严师邱海波

1988 年邱海波毕业进入南京铁道医
学院附属医院（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工作。1991 年他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
读硕士研究生，3 年后被保送攻读博士学
位，并于 1997 年顺利毕业成为国内第一位
重症医学博士。面对留在协和还是回到南
京，他选择挑战“一片空白”——参与完善
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建设。近 5 年，这个科
室为全国培养重症医学骨干医生、护士
500 余名。
作为老师，邱海波是出了名的严格，对

工作错误“零容忍”。他指导研究生修改学
术论文，经常是提纲改了七八遍，综述改了
十多遍，正文重写了五遍。学生回答“患者
休克时症状”，邱海波接连追问脸色苍白是
什么样？意识模糊到何种程度？肢端青紫什
么样子？……让学生明白所有知识掌握必
须结合临床经验。

因为他负责、细致、严格，每当轮到邱
海波巡查，医护人员都感到“压力很大”。

“他不是听汇报就可以过关的医生。每个用
药他都非常关注，治疗方案也一一看过，病
人如有病情变化，医护人员需得说明情况
等，哪怕是一根导管的细节都不放过。”潘
纯说。

严师邱海波，带出了一支战斗力爆棚
的“鸡血团队”。

困难面前身先士卒。2 月 1 日中午，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 3 楼重症病区一名患者出
现严重呼吸窘迫，必须立刻进行气管插管。
来不及请麻醉科医生，在没有充分防护准
备的情况下，潘纯将正压防护头罩往头上
一套，为病人插管。“我们是医生，职责所
在。”潘纯说。

才下一线又上前线。截至目前，中大医
院重症医学团队已先后派出 8 批医护人员
前往湖北抗疫一线。“大年三十，说到抗疫，
科室里‘ 80 后’‘ 90 后’几乎齐刷刷地响
应。这是医生的责任感，真的很感动。”杨毅
用“我们都是小疯子”形容这支重症团队。

有勇气更有能力。3 月 18 日，欧洲医
学期刊《重症监护年鉴》在线发表了《重症
关口前移是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的关
键：江苏经验》。杨毅说，分享江苏“零死亡”
的救治经验，是希望能帮助更多国家救治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团队不是一群人，是一群心。人在一
起是‘团伙’，心在一起才是‘团队’。”杨毅
说，在中大医院的重症医学团队，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位置，发挥各自所长。

“特别想念我的‘家人’们，也想问候他
们，大家都辛苦了！无论在湖北武汉、黄石，
在江苏，在黑龙江，每个人都坚守职责、独
当一面、协同作战，大家都是好样的。”邱海
波说。

15 公里长的乡村小路上，58 岁
的王金良背着约 10 斤重的书包，步行
去 35 名学生家中收发、辅导作业。一
天 2 趟，每趟 2 小时，途经 8 个自然
村，风雨无阻。

王金良是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宋
畈中心小学东鲁完全小学的一名语文
老师，从教 37 年来始终坚守在乡村教
育一线。疫情影响下，为了不让班上的
学生落下功课，他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
网课，下午 3 点出门收取孩子们完成的
作业，批改后，第二天一早再去送作业。
这样的日子已持续了近 50 天。

35 个学生，15 公里路

王金良住在常山县辉埠镇双溪口
村。早晨六点半，他便背上一只红色
双肩包，穿好运动鞋出门。沉甸甸的
双肩包里装着的，是前一天晚上批改
好的 35 名学生的作业本。

因疫情影响，今年 2 月份，浙江启
动了线上教学。起初，王金良也尝试过
在线批作业，但效果并不理想。“这些孩
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有的父母早
早就出门打工，把孩子留给老人抚养，
35 个学生中，上交作业的不到半数。”
王金良说，加上年龄问题，自己对着手
机批改，对视力是个很大的挑战。

为了督促学生及时认真完成作
业，并掌握他们当天的学习情况，自 2
月 28 日以来，王金良采用了最“麻烦”
的方式去收发学生的每日作业——走
路上门。“这个办法虽然笨拙，但却最
有效。”王金良说。

收发作业有固定的路线。35 名学
生分布在 4 个行政村、8 个自然村，一
圈走下来，超过 15 公里。

“不会开汽车，我会骑电瓶车，但
几十年了我习惯了走路。学校离家 10
里路，我平时上下班都是走路的。”王
老师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学生家收
发作业本，还能为学生树立锻炼身体
的好榜样。

送完作业，回到家吃过早饭后，还不
到早上 9 点。王金良打开手机，和孩子
们同步观看“空中课堂”，教科书上写满
了批注。上完课，布置好作业，他也要自
己做一遍。“熟悉每道题，才能更好地给
学生批改作业。”

下午 3 点多钟，王金良背上双肩
包再度前往学生家，这次他是要去收
取学生们完成好的作业。同样的路
线，同样耗时 2 个小时，王金良没有丝
毫的厌倦和疲惫。有时发现学生遇到
学习困难，他总会停下脚步，主动对学
生进行辅导。

“老师能坚持，你怎么不能”

每个学期王金良都会上门家访，学
生住在哪个村的哪条巷，王金良“闭着眼
睛都能找到”。不少家长，还是他过去教
过的学生。

“王老师比我们做父母的还尽职，
每次看他给孩子耐心讲作业，我心里都
很感动，山村的孩子离不开他。”提起王
金良，学生王梦妮的爸爸赞不绝口。自
从王金良上门收发作业以后，还有的家长这样督促孩子写作业：“你
看王老师又来送作业了，老师都能每天坚持，你怎么不能坚持……”

受王金良影响，女儿王巍如今在常山县城的一所幼儿园当幼
师。王巍记得，一次下大雨，按照往常父亲应该收完作业回到家
了，那天却迟迟不见身影。“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了不让学生的
作业本被淋湿，躲在路边一处凉亭里，怀里护着的作业本完好无
损，全身却被雨水打湿了。”

王金良的语文课本上标记得密密麻麻。他最喜欢《丰碑》这
篇课文，课上每每给学生读到“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
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自己常常动情落泪。

“1983 年参加工作以来，我当了 28 年班主任。最开始教书
的时候，一个月拿 26 块钱工资，现在生活上过得去。我在本地乡
村长大，就想为这里的孩子做点事情。”王金良说，自己是教师，更
是一名党员，要对得起每一个学生。

守在乡村教育一线，站好最后一班岗

东鲁完全小学就挨在小山边，学校的小操场至今还是砂石路
跑道。学校一共有 151 名学生，11 位老师，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4 月 21 日，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开学返校。王金良教的是六
年级毕业班。在他看来，基础阶段的教育除了让孩子们学到一定
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做人，培养各方面的良好习惯。“六
年级是小学的最后一站，学生就要升入中学，打好基础很重要。”

几年来，陆续有不少学生考入县重点初中，走出山区。从教 37
年，王金良坚守在乡村教育一线，见证了村里的变化：完小的学生
在减少，更多家庭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接受更好的教育。

王金良曾获常山县教育系统“最美教师”“德育先进个人”等
荣誉称号，2019 年还评上了全国优秀教师。坐在对面办公桌的
数学老师程光洪是王金良的“老搭档”，形容他为“老黄牛”：“他一
直对学生认真负责，真心、真情对待孩子。”

王金良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网友们纷纷为其点赞：“没有语
言能表达现在的心情，只希望老师退休后平安康健，长命百岁”
“老师的背上都是农村孩子的希望”……

“读书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王金良说，“还有两年多我就要退
休了，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为这些期待走出大山的孩子守好教
育的第一站。” (记者许舜达、郑梦雨)新华社杭州 4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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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8 日，王金良在教室里为开学做准备。
新华社记者郑梦雨摄

▲ 4 月 21 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谢泽荣接过丈夫杨振国特意准备的鲜花。
新华社记者王曦摄

▲对于媒体“一月白头”的报道，邱海波一再解释说，“没那么夸张”“明显是曝
光度问题”。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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