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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线专访

河南省援助湖北医护人员的战“疫”实录

闫登峰：战“疫”
，需要
“拧成一股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吉小平 刘栋杰 文图
作为一家市级医疗队，周口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达到了 71 人，几乎全部是各医院
的精英和骨干。从 2 月 21 日出发至今，这支曾有队员与李兰娟院士团队并肩战斗的医护团
队，已经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战“疫”时光。
他们的工作情况如何？3 月 22 日，该医疗队领队闫登峰接受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专
访时，进行了讲述。

恢复转院了
这位患者却说
“不高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曦 文图

中病情最重的是一位老人，格
林巴利综合征合并新冠肺炎感
染，造成呼吸没有力量，呼吸疲
劳，基础病非常重，当时血压也
低，进行了气管切开术，现在还
在住院治疗中。
不完全统计显示，周口医
疗队参与收治的重症患者 91
位，已康复出院 58 人，参与收
治轻症患者 177 人，已康复出
院 129 名。
值得一提的是，周口医疗
队还有 3 名医生被选拔到了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 CCU（心脏重
症监护）病区，也就是李兰娟院
士团队开展工作。
在驻地，
闫登峰接受大河报记者专访时，
感慨良多。

疫情肆虐面前，
每一位医护人员都是战士
作为中共党员、周口市中
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河南
省呼吸重症医学科专家、今年
45 岁的闫登峰，经历过非典、手
足口病、甲流、禽流感等诸多疫
情或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疫情面前，每一个医护人
员，都应该是战士。”闫登峰讲，
2 月 21 日晚，作为河南省第十
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重要分
支，周口医疗队抵达武汉之后，
按照分组划分，分别对接新疆、
辽宁、重庆等省（区、市）援鄂医
疗队，并与他们并肩战
“疫”。
按照同事的说法，从出发
开始，闫登峰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 71 人队伍的周口医疗队“拧
成了一股绳”，齐心协力，投入
病区一线。
闫登峰说，因为是第一次
接触这么重大的疫情防治，他
作为领队丝毫不敢放松要求。
从队员的感控要求到具体
的诊疗方式，从衣食住行到身
心健康，他都悉心过问，从严要
求，确保所有医护人员工作安
全、无后顾之忧。

已有近 200 名患者出院
与李兰娟院士团队结缘
闫登峰说，根据国家卫健

“我们义无反顾，
是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

委部署，他们最终被分配到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病区，另
队友们拍摄的多张照片显
有少部分在黄陂方舱医院。
示，在病区工作上虽然一丝不
时至今日，他都清楚记得
苟，但在下班的路上，闫登峰因
第一次进入新冠肺炎重症病区
为劳累，多次依靠在公交车上
时，里边的那种压抑气氛。
睡着了。
很多患者的咳嗽声、呼叫
“工作劳累，也没有多少闲
器 声 ，加 上 一 些 叹 气 声、啜 泣
暇时间，来到这里，每天可以说
声，让他和队友们即便穿着防
都是战斗。
”闫登峰说。
护装备，依然感受到了巨大的
在一次乘坐公交车回驻地
心理压力。
途中，看到路边的樱花，闫登峰
“这种情况，就客观上要求
这位被同事们誉为“低调”的副
我们重视患者的心理问题，切
主任医师，还禁不住赋诗一首
实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让他
《晨》，表达心境：
“ 降魔祛疫赴
们建立康复信心。
”他说。
江城，万厦萧肃待复兴。凝心
在闫登峰的推动下，周口
聚 力 谱 新 篇 ，来 年 共 赏 樱 花
医疗队涌现出了不少像“病区
红！”
开心果”胡奔奔这样的善于沟
在闫登峰看来，使命和职
通的医护人员。
责，让他义无反顾，而来自家人
他们在承担生活照料、疾
的鼓励和温暖，则让他充满了
病诊治工作同时，积极与一些
无穷的力量。
悲观的患者互动，包括与一些
闲暇时候，他喜欢给正读
患者谈心、跳舞、做游戏，让病
高中的女儿通过微信聊天。之
区氛围变得积极向上、出现了
前，是他鼓励女儿，现在，是女
欢声笑语。
儿鼓励他。在女儿送给他的一
“在心理介入同时，我们对
幅画作中，一个小姑娘睡在床
待病人，主要按照国家卫健委
上，病毒在旁边虎视眈眈，而一
公布的规范治疗方案，对症施
名医生站在病毒头上，插上了
治，同时，还结合中医进行辨证
胜利的五星红旗。
施治，效果都不错。
”他说。
“ 女 儿 给 我 说 ，她 画 这 个
因为不少患者病情危重，
画，就是想说我们到武汉一线
在这里，上 CCU（心脏重症监
工作很厉害，我这个老爸，已经
护），上人工肝，上人工心肺机，
悄悄地成了她的偶像。”闫登峰
都很常见。
说。
闫登峰印象深刻的是，其

患者郭某拉着河南医疗队员的手不停感谢
“今天你就恢复转院了，高兴吗？
”
“不高兴，因为我看不到你们了。
”
3 月 23 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病区，得知自己
马上就要出院，患者郭某紧紧拉着河南医疗队员梁笑慧
的手不停感谢。20 多天的相处，河南医疗队的队员们已
经和他成为一家人。

喂饭、陪聊、耐心护理
队员把患者当家人

非常配合我们了，”护理员
张井兰告诉记者，由于大家
都是河南人，加上患者愿意
沟通，后面的治疗变得十分
顺利，经过 20 多天的治疗，
这名患者终于核酸检测多
次转阴，
达到出院标准。

“这位患者第一天知道
患上新冠肺炎的时候自己
已经不抱希望了。”河南省
第十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张井兰说，郭某有脑梗
等 基 础 病 ，部 分 身 体 动 不 “大 家 明 明 很 辛 苦，却
从没有说过后悔”
了，在治疗过程中连翻身都
不愿配合。
据队员韩莉介绍，郭某
就在出院这一天，本该
今年 48 岁，老家是驻马店
开心的郭某却显得非常不
人，在武汉打工期间突发脑
舍。因为多天以来的接触，
血管疾病，在武汉当地医院
他和商丘的医疗队员们已
治疗期间不幸感染新冠肺
经成为了家人。
炎，转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大哥你放心，我们是
病房时，情绪非常低落，不
来自商丘的医护人员，等这
思饮食。
边结束了，我们就去看你。”
面对不愿配合的患者， 分别当天，
韩莉安慰他说。
商丘支援的护理人员张艳
3 月 23 日，也是韩莉他
勤、李梅香、梁笑慧、张井
们支援武汉的第 32 天。
“我
兰、苏娜、张程、何莉、杨亚
们的护士在危重症科工作，
飞、段柏青等人，陪他聊天、 进了隔离病房就要穿着厚
帮他按摩活动肢体、帮他联
重的防护用品，从进去到出
系家属视频聊天等，尽可能
来都没有闲着的时间，给病
地让他多吃饭。
人喂药、喂水、还要做各种
“态度转折发生在和家
治疗，给卧床和昏迷的病人
人视频之后，”据梁笑慧介
擦大便、翻身、拍背等，真的
绍，一次偶然机会，负责护
非常辛苦。”韩莉说，让她最
理该患者的商丘医疗队护
感动的不是大家是如何的
士，把病房里用于通讯的手
辛苦，而是明明很辛苦大家
机登上了患者微信，帮他和
却从没有抱怨过、后悔过。
家人连接了一次视频通话。 “其实我能看得出大家也非
当看到家人的关心和
常想家，可是没有一个人说
鼓励后，这名患者像换了一
过此行后悔，总之我为她们
个人。
“ 电话一挂断他就给
感到骄傲和自豪！”
自己打气加油，从那天起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