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18日晚上9点，记者拨通了吉林省第

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护理组副组长、吉林大

学第二医院护理部内科护士长王艳军的电

话，刚刚收发完 100 多箱物资的她说起话来

还有些喘息未定。

记者：您在前线都承担着哪些工作？
王艳军：我是作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

护理领队过来的。来到这里以后，除了正常

的护理组值班我还是后勤保障组的组长，负

责收发、整理、采购物资，以及上报急需的物

资报表。

记者：刚到前线时，工作中遇到了哪些困
难？

王艳军：毕竟这是个特殊的环境和战场，

遇到些困难也是正常的。我们医疗队 93 名

护理队员来自吉林省多个医院，跟这里的老

师也从未合作过，要想顺利地完成工作，最主

要的就是了解和熟悉环境、建立合理的队伍

架构、规范护理流程。比如说，疗区里每天需

要用大量的酒精消毒，平时患者又会用到微

波炉，这就存在着很大的火灾隐情，疗区的防

火通道在哪里，怎么疏散病人我们必须得弄

得清清楚楚。再就是防护，虽然来之前我们

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培训，但是到了一个新

的环境，需要重新适应区域划分和工作流程

……许多问题都是我们不断去发现、解决的，

整个过程做起来并不容易，但目前我们都已

经理顺了。

记者：医疗队的防护物资还充足吗？
王艳军：大部分都很充足，我们也在不断

地收到来自吉林省以及全国各地提供的补

给。相对来说，防护时戴的防护帽，穿的鞋套

稍显不足。目前，我们也在跟相关方面进行

协调，相信很快会得到补充。

记者：刚进入病房时会紧张吗？
王艳军：进病房之前谁说不紧张，都是假

话，而且很多人还会有不同的心里反应。但

真正进去了，很快就会进入状态，因为这就是

我们平时的工作，只不过身上多了好几层防

护装备而已。大家想的是，既然来到这里，就

要坚守岗位，保证完成任务，不能掉队。作为

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的自我调节能力还是

很强的。

记者：作为护理组的副组长，同队员之间
有什么暖心的事吗？

王艳军：这些护士年纪都不大，还都是孩

子，但是到了这里就要承担很多工作。我是

这个群体当中年龄最大的，孩子们有什么事

都愿意同我商量。前几天，有个孩子情绪有

点低落，我问她怎么了。原来，因为刚来的时

候不太适应休息了几天，担心再上岗会跟队

友们差得太多跟不上。我当时听着特别心

疼，我说你放心，等你上班的时候，一定把你

安排到你熟悉的组里。还有一次，有个重症

监护室的护士腰间盘突出犯了，需要打针，

ICU的护士工作强度大，几乎个个都有伤病。

当时，我刚跟队友卸完2.4吨酒精，就立刻去

同济医院帮她取药。那天武汉天气特别不

好，刮着大风，下着雪，大风把路边的广告牌

子和树都吹倒了，风雪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每走一步路都很艰难，好不容易顶着风雪把

药取回来，发现里面没有针头，我只好又折返

去了一次。当我把东西交给她，她忽然从后

面抱住了我，说：“王老师，我必须抱抱您。”我

关心他们，他们也关心我。我们平时都是自

己去取专供的水，我总是忙得忘取，后来我发

现每天我的门口都会有两瓶水，到现在我也

不知道是谁放的。孩子们有一天跟我开玩笑

说，等回去了要给我送锦旗。他们每个人都

不容易，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们都照

顾好。

记者：到这里后，同当地人接触有什么难
忘的经历吗？

王艳军：很多事情都很让我感动。住地

这么多人就餐是个大问题，宾馆为我们实行

分餐制，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我们

刚来的时候需要搬运物资，同济医院的职工

就主动来帮忙，对我们说：“感谢你们大过年

的这么老远来，不用你们搬，你们休息就好。”

我们住地附近的居民，看见我们都说，非常感

激你们能来。有一天下夜班，孩子们去楼下

小超市买东西，临走老板装了一大兜子零食，

说：“谢谢你们，把这些零食拿去给大家吃

吧。”我去药店买药，工作人员会送个牙膏或

者香皂，对我说，他们就是想表达一点心意。

我们住的地方叫蔡甸区，区委领导来看望我

们，给我们带的指甲刀，指甲刀是各种颜色和

样式的，看出来他们是跑了很多地方为我们

买的。那时候就感觉，没有什么吉林人、武汉

人，我们就是一家人。

记者：第一次跟同济医院的老师合作，还
顺利吗？

王艳军：我们合作得非常好，不光是患

者对我们心存感激，他们的医护人员也一

样，他们说，真的感谢你们能来。跟我们一

起工作的同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很多不是呼

吸科专科的，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常

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搞不定，吉林人能

搞定！他们不仅对我们的工作特别认可，

我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这样一

个大家共同战斗的经历，真的挺难得的。

记者：疫情结束后，您最想做些什么？
王艳军：疫情结束，我最想回到同济医院

看一看它真正的样子，大家都说这个医院很

漂亮，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全貌，我们

每天走的都是特定通道。我想看看它作为

一个普通医院的样子。我相信，有我们的共

同努力，这一天不会太远。

连线最前线——

王艳军：地分两省 人为一家
本报记者 李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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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抓防控 聚焦重点谋发展

武 汉 直 击

本报2月23日讯（记者曾庆伟）今天，国务

院应对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第七工作指导组到

长春市第六医院（长春市心理医院）指导疫情

防控工作。

指导组一行来到长春市第六医院，了解对

特殊患者群体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疫情

发生以来，长春市第六医院坚决贯彻落实长春

市联防联控机制要求，重点加强对特殊患者群

体管控，采取全封闭管理，设置专门门诊、隔离

病房通道、收治住院患者的疗区，确保在院患

者和医护人员绝对安全。针对不同患者人群，

提供不同的心理干预措施，消除患者恐慌心理

和焦虑情绪。实行封闭管理，防止疫情传进疗

区，全院医护人员实行上下班测温，定期轮换，

减少与外界交叉感染风险，阻断疫情输入。

长春市第六医院充分发挥专科优势，组织

编写疫情防控大众心理危机应对手册，积极开

展心理辅导。通过线、网、屏为市民提供与疫

情防控相关的心理知识宣传，积极开展在线心

理辅导与危机干预服务。开通心理援助热线

进行网上问诊、走进直播间解惑答疑等形式，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指导组对长春市第六医院重视疫情防控

工作，落实落细防控措施，重视心理辅导和危

机干预服务的做法给予高度肯定。指出，随着

企业学校复工复学，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风险隐患增多，决不能有麻痹侥幸思想和

懈怠情绪。越是关键时候，越不能放松。特殊

群体的疫情防控工作，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更

应提高警惕，注重细节，严防死守，确保工作人

员和患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医院要

发挥专业优势，多开展疫情防控心理援助活

动，持续通过网上问诊，分担线下就诊压力，

解决患者就诊需求，减少患者因不必要的医

院往返、逗留而引起的群体聚集可能。心理

专家还要更多地通过网络直播平台、电视台、

广播和开通心理援助热线，进行专业心理疏

导服务，为疫情防控提供及时的心理指导，调

整好心态，积极应对疫情，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国务院应对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第七工作指导组在长春市第六医院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严防死守严管严控 坚决阻断疫情传播 本报讯（记者张鹤）2月22日0-24时，全省无新增确

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6例（长春市4例，吉林市1例，四

平市1例）。

截至2月22日24时，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1例，

累计治愈出院52例（长春市26例，四平市9例，吉林市5

例，延边州4例，公主岭市3例，松原市2例，通化市1例，

辽源市1例，梅河口市1例），死亡1例（四平市），现在院

隔离治疗确诊病例38例。其中，长春市19例，辽源市6

例，四平市5例，通化市3例，公主岭市3例，延边州1例，

白城市1例。

在院治疗确诊病例中，33例为普通型病例，1例为重

型病例（长春市原有2例，出院1例），4例为危重型病例（长

春市1例，白城市1例，公主岭市1例，通化市1例）。上述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3933人，已解除医学观察3610人，

正在指定地点隔离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323人。累计在

密切接触者中主动开展核酸检测筛查出确诊病例13例。

2月22日0-24时，全省原有20例疑似病例中，排除8

例；新增疑似病例7例；现有疑似病例19例，已全部隔离

治疗，目前正在进一步明确诊断。

最近正值复工返程高峰，人员流动性加大，广大群众

应注意避免到人群密集场所，做好个人防护，勤洗手，戴

口罩，少出门，勿聚集，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提醒广大群众，如您是从疫情发生省份返回人员，应

主动到当地社区做好筛查登记，配合专业人员开展医学

观察，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请到当地

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截至22日我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1例
连续3日无新增确诊病例

本报2月23日讯（记者张鹤）今天，我省又有2例新

冠肺炎病例治愈出院。其中，长春市1例，通化市1例。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治愈出院54例。

我省又有2名患者治愈出院

王岩今年53岁，他是吉林大学中日

联谊医院胸外科副主任，也是该院驰援武

汉医疗队161名队员中年龄最长的一位。

2月7日抵达武汉，经过院感培训后，

他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第一天进驻医院

就从深夜一直忙碌到次日凌晨4点钟。

谈及这样的工作强度，王岩笑着说：

“我身体很好，没问题。”

新冠肺炎诊断的标准是核酸检测，检

测工作危险性很高。对于这项危险的工

作，王岩并没有犹豫，主动上前，并独立

一个人在 40分钟内完成了 14个患者的

咽拭子标本采集，脱下防护服，他从里到

外已经全部被汗水浸透了。

做这项工作时害怕吗？记者问他。

王岩非常坦诚地说：“我们以前没有

做过咽拭子检测，在患者鼻咽部取样，

病人往往伴有咳嗽、呕吐，这样分泌物

就会喷射出来，危险性很大。其实，谁做

这个工作都会有顾虑，但是，我年纪最大，

我要责无旁贷地冲到前面，给大家做个榜

样。”

因为危险，所以做好防护显得尤为重

要。“医生进入污染病房，会做二级防护，

穿上隔离服，再穿上防护服，戴两到三层

口罩和护目镜。取样的时候会变成三级

防护，在二级防护的基础上还要加上大的

面罩，但是戴上这个面罩时会极度缺氧。”

王岩说。

此次驰援武汉，王岩的爱人非常担

忧，担心他年纪大，身体吃不消。所以，采

访结束时，他通过媒体转告自己的家人和

好友：“我在武汉身体很好，吃得很好。虽

然武汉晚上有点凉，但是我会照顾好自

己。你们在家也要保护好自己。武汉加

油，中国加油！”

王岩：我年纪最大，要冲到前面
吉林省融媒体武汉报道组记者 李晓静 陶彬

2020年 2月22日

今天下午刚接班没多久，就听到

36 床大爷要出院的消息，我们每个人

都喜出望外。

36 床大爷是我同事熊英丹负责护

理的。小熊第一次进到36床的病房，好

半天都没出来，担心有什么事，我连忙

赶过去看看。原来，熊英丹正一口一口

地喂着大爷吃饭，边喂边劝大爷慢点

吃。还有一次，大爷在床上用尿壶小

便，不小心把尿撒到床上，大爷特别不

好意思地连声道歉，熊英丹说：“没事大

爷，你别着急，我们帮您换套新的。”

那时的大爷，每天都上着监护，吸

着氧气，吃饭、喝水、大小便都要医护

人员全程帮助，就连说句话，都是气喘

吁吁的。今天，大爷可以出院了，我们

都替他高兴。离开疗区前，大爷跟我

们告别，表示感谢，然后在上衣兜里拿

出来一张纸递给我们，我们接过来仔

细一看 ，原来是大爷亲笔写 的 感 谢

信。我们高兴地收下了，大爷是在我

们的悉心护理下康复的，在我们眼里，

这份感谢信比什么礼物都珍贵。

回住地的路上，我和小熊一直特别

兴奋。虽然上班时，笨拙的防护服时不

时地带给我们快要窒息的感觉，虽然与

家人远隔千里难免思念，但每当患者向

我们投来信任的眼神、看着他们迈着轻

松的步伐离开病房，我们都觉得特别有

成就感！

我俩做了一个约定，等疫情散去，

我们一定会再回到这里，看一看我们曾

经战斗过并取得胜利的地方！

（李婷婷：吉林省第一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员、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呼
吸科护士）

（本报记者 李开宇 毕雪整理）

“战地”日记
李婷婷：最珍贵的礼物

本报2月23日讯（记者毕雪 通讯员华端 徐梦晗
刘佳锡）近日，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盛晓光、院长张景斌

等通过华为搭建的WeLink+EC远程医疗会诊平台，慰问

支援湖北前线的医护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近况。

连线中，详细询问了省人民医院首批支援武汉医疗

队领队、呼吸内一科主任安东善，关于医护人员轮班强

度、生活需求和防护条件等情况，并表示医院后方一定努

力提供技术、物质支持，让他们在前线注意防护、安心作

战。安东善用手机视频一一进行了汇报，并表示“前方医

疗队对环境和工作已逐渐适应，能够在抗‘疫’工作中保

持较好的状态。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该院使用远程医疗会诊

平台，使每位前线医护人员用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与后

方医院视频连线，进行工作汇报、专家会诊、病例分析等

工作，为前线医护人员提供了方便稳定的信息化支持，也

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提供有效技术支撑。

省医院应用新平台连线武汉前线医疗队

聚焦23日“菜篮子”
本报2月23日讯（记者陶连飞）记者从省商务厅了

解到，今天，全省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从所监

测的超市数据看，与前一日相比，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涨

跌幅度处于合理区间。

米、面、猪肉、鸡蛋零售价格分别为5.82元/公斤、

5.49元/公斤、57.32元/公斤、7.46元/公斤，环比涨跌不

超过0.5%，基本持平。食用油零售价格15.43元/升，环

比上涨0.95%。白条鸡21.01元/公斤，环比下降0.8%。

蔬菜平均零售价格9.43元/公斤，环比持平，所监测

的30种蔬菜品种15涨4平11跌。其中大白菜、白萝卜、土

豆分别为3.97元/公斤、4.45元/公斤、4.11元/公斤，环比

分别上涨0.25%、0.23%、1.73%。精细菜中圆白菜、茄子环

比上涨较多，涨幅分别为3.7%、1.91%；韭菜、菠菜、西红柿

环比下降较多，降幅分别为1.69%、1.66%、1.44%。

今年57岁的牛延军是延边大学附属医

院（延边医院）感染管理专家，她也是疫情发

生后最早驰援武汉的全国10名感染控制专

家之一。

严谨、干练，这是牛延军留给记者的第

一印象。截至2月23日，她已经在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工作了一个月。

1月 24日，除夕夜，牛延军接到国家卫

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关于抽调有关专家协

助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入选国家疫情防

控专家组成员，驰援武汉。就这样，没有片

刻迟疑，在本该与家人团聚的时刻，她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逆行，从延吉西站出发，乘坐

末班高铁前往长春，再由长春转北京，北京

转武汉，一路奔波，25 日准时到达。“一路

上，人很少，大家都在家里过年，我拖着个行

李，心里觉得有点孤独，有点悲壮，但更多的

是觉得充满了使命感，浑身是劲儿。”牛延军

说。

疫情防控工作刻不容缓，容不得半点懈

怠。到达武汉后，牛延军放下行李直接到对

口支援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报到，迅

速进入工作模式。院领导看见牛延军说的第

一句话就是：“您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

“尽管在路上心里有了很多假设，但院感

管理现状还是吓我一跳。”牛延军说，“医院原

本是拥有2300张床位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但

因为不是传染病医院，医院的布局流程与规

范要求相差甚远，院感控制难度极大。”

由于疫情越来越严重，确诊人数不断增

多，医院经过研究决定将整个门诊改造为

发热门诊，同时确定两栋住院楼收治外院

转过来的确诊病人。“门诊楼32000平方米，

单层面积近7000平方米，结构错综复杂，连

廊交错，且还有其他就诊患者。两栋住院

楼每栋 18 层，除辅助功能区域，每栋有 12

层收治病人，一栋楼里上下单元格式还有

不同。每一项改造，都是对感控工作的极

大考验，两项加在一起更是难上加难。”牛

延军不禁捏了一把汗。

面对困难，牛延军没有退缩，当晚，就与

医院后勤、基建、院感、总务等人员连夜勘

察，了解医院布局。通道之多，连廊之多，电

梯之多，楼门之多，比想象中更难，整个院区

8栋楼，难点处处有。牛延军苦思冥想，绞

尽脑汁，接近两天通宵工作，最终与院方人

员商定出了具有可行性的改造方案。1月

27日，改造方案通过，连夜施工。1月30日，

完成整体施工，当夜开始大量收治确诊转院

病人。

医院改造完成后，牛延军每天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战“疫”。早晨到隔离病区督查

进入病区的医护人员穿戴好防护用品，遇

到操作不当的，她一一纠正。然后到隔离

病区、检验科、重症监护病房、发热门诊巡

查几遍，发现问题及时和医院沟通，尽力解

决。“为了确保安全，针对疫区我们会增加

很多防护措施。比如说脱掉防护服和护目

镜时要闭眼睛，因为病毒会通过黏膜传

播。我们把所有的措施细化再细化，把危

险降到最低。”牛延军说，“我从医30多年，

做感控工作近 10 年，面对这样大的考验，

我要拿出所有的经验和掌握的知识来战胜

疫情。”

牛延军：筑牢感控安全“防火墙”
吉林省融媒体武汉报道组记者 李晓静 陶彬

本报讯（记者柳青）农安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经济社会发展，为确保人员返岗，企业复工万无一

失，积极组织第三方力量，充分利用移动终端、大数

据、云平台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实施精准防控，成功研

发“农安县健康信息码管理系统”，于2月22日10时正

式启用。

“农安县健康信息码管理系统”通过“绿、黄、红”三色

健康码对人员实施分类管控，可覆盖社区、小区、公园、商

场等公共场所，并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综合统计分析。

为保证人员信息的准确性，农安本地人员扫码录入

信息后，系统后台管理人员推送给属地，由社区负责审核

个人填报信息是否准确，外地来农安人员由领导小组的

信息工作组审核。“绿”码人员为健康人员，可以自由出入

公共场所，作为参加复工复产的有效凭证。对“黄”码和

“红”码人员实行单独管理，防止聚集事件发生，待隔离

14天身体无异常后解除。这样在有效切断传染源的同

时，可让“健康的人”流动起来，确保复工复产复学有序开

展，真正实现对人员流动的智慧管控。

22日当天，数据管理系统收到城区四个街道(14个

社区)，共计4520人相关信息，检测到外来返城人员74

人，均无发热情况。欧亚商贸、庆客隆、佳佳乐等大型

商场正常录入检测。预计3天内达到城区30万人全

覆盖。

农安县健康信息码管理系统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