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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赵松带领队员在武汉抗击疫情一线工作 图②张晓菊在南阳参加重症病人会诊 图③郑福增在给大家安排工作 图④三个小朋友在儿童医院医护人
员的精心照顾下顺利出院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通讯员 曹咏

2 月 4 日，在疫情最为紧张的时
候，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赵
松临危受命，带领我省第三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
家紧急医疗队的 46名队员出征武汉，
奔赴抗击疫情第一线。

赵松的父母都已年过九旬，父亲更
是卧床四年、病情危重。为不让耄耋父
母挂念，他没有告诉家人自己的武汉之
行，只是说要到外地出差。临行前，他
在病床旁看了看沉睡中的父亲，便推门
而去。想不到他与老父亲的这一次无
声的告别，竟成了永别……

2月 19日，赵松父亲去世的噩耗
传到了武汉。震惊、错愕，队员们得知
这一消息都不敢相信，更害怕赵松无
法接受这个打击。

赵松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号啕
大哭，心痛、愧疚都随着泪水释放了出
来。然而，失去亲人的痛苦并没有让
他忘记自己的职责，这里是战场、是前
线，作为队长更没有时间悲伤。

在办公室待了三个小时，他坚定
地走了出来。先是给家人发了一条信
息：“不发讣告、家里不设灵堂、不送花
圈、不收任何人的礼金，一切从简，不
给领导找麻烦……”之后，他召集大家
进行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培训，悲痛没
有让他停下脚步。口罩不能掩盖他的
悲伤，红肿的双眼让人于心不忍，但是
关于父亲，他只字未提。看着他强打
精神，大家都很心疼，可医疗队一刻也
离不开他、队员们也离不开他。

带领医疗队 46名队员来到武汉，
赵松是领导和队长，更是一个大家长，
是大家最温暖的家人和亲人。赵松事
无巨细，一切工作坚持亲力亲为。与当
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衔接、每日
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情况、医疗队内所
有队员的身心健康、全队的感染控制预
防及后勤保障……一项项大大小小的
工作，全部都由他来把控协调。

工作中，赵松“严”字当头，对每一
个细节都严格、严格再严格，就是为了
确保所有队员的万无一失，圆满完成

“打胜仗、零感染”。
医疗队的院感防护很成功，可赵

松依旧放心不下，上午八点、下午两
点、晚上八点、凌晨两点的轮班，每班
他都带领院感人员跟着进到方舱医院
更衣舱，队员们在里面穿防护服，他就
在外面盯着。他经常为了队员们进出

舱的防护处理忙前跑后，累得直不起
腰，只好悄悄地靠在椅背上歇一歇。

赵松在业务和党建上做到两手
抓、两手硬。他在驻地成立中共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支援湖北抗疫医疗
队临时支部委员会，在医疗队到达武汉
的两周时间内召开了六次支部会议。

生活中，赵松是大家心中最贴心
的“暖男”。为让队员们体会到家的温
暖，元宵节时，赵松早早联系，终于在
当天协调来一些汤圆，他亲手将一碗
碗热腾腾的汤圆送到队员手中，大家
都有种回家的感觉。有人想吃饺子，

赵松听说后，排除种种困难，终于找到
让大家一起包饺子的地方。

在赵松的带领下，医疗队在当地
的救治工作有序推进，取得累累“战
果”。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队
负责的武汉江汉方舱医院东部病区，
是所有支援医疗队负责面积最大的病
区，也是所有支援医疗队中的标杆。

战斗还在继续，赵松忙碌的脚步
没有丝毫放慢。赵松将失去父亲的悲
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化作了一直向
前的动力。他相信，取得抗击疫情最
后的胜利，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

□本报记者 吴烨 本报通讯员 胡晓军

这个春节，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晓菊一家可有
点特别：作为河南省人民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主任，丈夫康谊在隔离病区负
责患者救治，妻子张晓菊则奔走在全
省尤其是南阳等重点区域防控一线。
而 8岁的儿子，早已在腊月二十七被
送到了朋友家托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感染性疾病
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当仁不让
的主力担当。张晓菊夫妇将近一个月

未见面了，每天有限的电话联系，全是
在商讨患者救治。唯一的放松时刻，
是每隔几天，其 8岁儿子组织的“深夜
三人视频会”。

“南阳往省医转的重症新冠肺炎患
者，几乎都是我跟他直接交接。”河南省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
晓菊说。这几天，就有6名重症患者先
后被转到河南省人民医院。

2月 3日中午，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下发《关于紧急抽调专家组支援基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救
治工作的通知》。作为河南省新冠肺

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张晓菊 2
月 3日接到任务，当天晚上就赶到南
阳指导救治。

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张晓菊和同组专
家、当地医疗救治组成员马不停蹄，在南
阳市中心医院、南阳医专附属医院，通过
远程会诊，共同对8位危重患者进行会诊。

“危重患者随时都有意外情况发
生，每天都像在打仗，心经常提到嗓子
眼。这边刚平稳，那边又出现危象，应
接不暇。”张晓菊说。有时为了弄清
楚一个患者的病情，他们与当地医护
人员交流患者病情、沟通治疗意见，和
专家组会诊、商讨下一步治疗方案，经
常一讨论就是半天时间。

最终，8位危重患者中的7位都转
危为安，平稳恢复。这其中，还包括一
位98岁的高龄患者。

作为超高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98岁的朱某是 2月 3日被收入南
阳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的。面对患者
年龄高，基础疾病多，且存在重度营养
不良、不配合治疗等困难，加上反复发
热、呼吸困难加重、心力衰竭、胸腔积
液等多种险情，张晓菊带领的专家组
迎难而上，多次组织会诊，制订治疗方
案。到 2月 8日，患者体温恢复正常，
气喘、呼吸困难逐渐改善。2月 12日、
13日两次核酸复检阴性，14日复查肺
部 CT下肺感染明显吸收。2月 14日
晚，经省市专家组会诊后，确定患者新
冠肺炎已治愈。

这是目前全国治愈的最高龄的新
冠肺炎患者。

“每天说很多话，多到自己现在不
想说话。”张晓菊说。作为专家组副组
长，每到一家基层医院，她都要面对当
地一线、二线医护人员还有其他对接
专家，交流患者病情、沟通治疗意见、
商讨下一步治疗方案等。事情一件接
着一件，说话几乎没停过。晚上回到
驻地，她还要跟科室的骨干汪铮、张群成
探讨科研课题，目前已有3篇新冠肺炎
相关科研课题基本完成。

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张晓菊带
领省级医疗救治专家组下沉到南阳市
各个辖区，现场指导当地危重症患者救
治，提升了南阳地区新冠肺炎患者治愈
率、降低了病死率。

又一个深夜，张晓菊和儿子向丈
夫康谊发出视频邀请，那头却迟迟没
有响应。张晓菊正准备安慰儿子，孩
子却说：“没事，爸爸肯定在忙着抢救
病人，那是更重要的事！”

●● ●● ●●

我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赵松

战胜疫情 告慰父亲
省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张晓菊

“天使”逆行为战“疫”

□本报记者 李宜鹏 本报通讯员 张娟娟

2月 25日，是郑福增和河南中医医
疗队入驻武汉江夏方舱医院的第 15
天。15天前的 2月 10日下午 2时，第六
批河南支援湖北医疗队也是首批河南中
医医疗队33人，在雨中“逆行”抵达武汉。

58岁的河南中医院副院长郑福增，
是这支医疗队的领队。

2003年他作为省中医院医务部主
任，战斗在抗击SARS的第一线；

2010年，他作为援疆医生，奉献光
和热在祖国边疆的第一线；

如今，在春寒料峭的武汉，他义无
反顾，又冲在了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作为医生，郑福增教授每天坚持在
一线带领查房、救治，没有休息过1天。

江夏方舱医院是国家中医医疗队
整体接管的医院，在治疗上，方舱医院
实行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治疗措
施。除中药汤药全覆盖外，郑福增教授
和医疗队队员开展了特色中医疗法，干
支耳位治疗、十二经络拍打、八段锦、太
极拳等得到了患者的欢迎，帮助病人减
少痛苦，减轻病情。

方舱医院豫二病区陆续收治新冠
肺炎确诊病人86人，2月 23日在省长尹
弘与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视频连线中，
郑福增代表国家中医医疗队河南队向全

省人民汇报：“医疗队以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诊疗方案为主，同时配合炙疗、耳穴贴
敷、穴位按摩等特色技术，受到患者的认
可和欢迎，目前症状减轻的有78人。”

作为首批河南中医医疗队领队和
江夏方舱医院豫二病区的总负责人，日
常大大小小的事务、患者和队员的衣食
住行，郑福增经常忙到凌晨一两点钟。

2月11日，在医疗队的驻地，一场简
单温馨的生日会举行。医疗队员孙彪这
天过生日，恰巧医疗队队员张娟娟的女儿
生日也在这天，通过微信视频，两位“寿
星”互道生日快乐。一场别样的生日会，
让初来乍到的医疗队员感到了温馨，舒缓
了紧绷着的心情。河南中医医疗队到达
武汉的前几天，雨雪交加，千头万绪。作
为58岁的老大哥，对队员衣食住行处处
操心费神，随时帮助鼓励队员调整思想动
态和身体状况，他与后勤组长姚韧松一
起，想方设法为队员改善医疗队饮食、不断
提高后勤服务，给队员提供强有力的后盾。

国家中医医疗队河南队，是一支
老、中、青相结合的队伍，以河南省中医
药为主的 3家医院的医护工作者组成。
2月 10日晚上 8时，还没有完全安顿停
当，医疗队的 17 名党员和 1 名预备党
员，就召开了临时党支部第一次党员大
会。作为九三学社社员，党外知识分子
的郑福增全力支持党支部工作，在工作

中注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被同志
们戏称为“编外政委”。

作为江夏方舱医院的副院长，主管
整个江夏医院的感控（感染控制）、护
理、药事等，开舱前的五天时间，为紧急
制定出完善的方舱控感流程，他每天休
息不足5个小时。

江夏方舱医院是由国家中医医疗
团队整建制接管的方舱医院，由来自天
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等五个省市
的医疗队员入驻，在这里，医护人员采
取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方法救治
轻症新冠肺炎患者。

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是确诊新冠
肺炎患者，一个大仓198张床位，通风环
境不好，危险性很大。在这样的大环境
下，控感护理工作显得尤其重要。郑福
增为此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一遍遍梳
理、制定方舱控感流程和办法。经过不
断优化和调整，江夏方舱医院的控感工
作合理、完善、安全，为进入方舱医院的
医护工作者提供了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为进入方舱医院救治的病人提供了更
合理、更完善的病区。

江夏医院的控感工作，得到医院兄
弟省市医疗队的赞赏和高度评价。

每天面对高强度的工作，郑福增坚
定地说：“疫情结束之时，才是我们归家
之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国家中医医疗队河南队领队郑福增

不获全胜不归家

河南人 你的名字叫“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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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势汹汹，一声令下，河南86万白衣战士，别
父母、舍妻小、为大家舍小家，冲锋陷阵，逆向而行。
战“疫”前线，他们经历生离死别痛、夫妻执手难、溘
然长逝悲、搏技济苍生。

赵松，身在前线，慈父离世。他自闭于房内，压悲
痛于心间，仍不忘使命，强忍悲怆，继续披挂上阵搏击
疫魔，于父他为子，于帅他为父，他率“河南战团”一往
无前，将家国大爱定格在那一瞬间。

张晓菊，伉俪情深，同上一线。她驰援南阳，争分
夺秒，殚精竭虑，创河南高龄患者救治之最，疫魔不退
誓不还家。于夫她为妻，于队她为首，夫妻守望相助，
团队克难攻坚，把夫妻爱、战友情定格在那一瞬间。

郑福增，奔赴一线，不辱使命。他以国粹之技，
辨病识疫，对症施治，方剂得当，彰显中医智慧，中西
医联手，共克时艰，让中医药在患者心间定格。

儿童医院的医护工作者们，白衣天使，临时“爸

妈”。他们用“童心”温暖童心，他们的臂弯，安抚孩子
们的甜梦；他们的爱，永远留在了隔离区这些孩子们
的心中。

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这是从一帧帧让人
泪目的一线医务人员生死搏击画面中截取的四幅，
他们身后，还有86万白衣战士，毅然奋斗在抗“疫”
一线，他们无论生死、不计报酬，在战“疫”斗争中，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尽显英雄本色。

□本报记者 曹萍

在抗疫一线，有这样一群白衣天
使，当起了患儿的临时“爸妈”，医护人
员用心呵护着隔离病房的孩子。一起
来听听这群临时“爸妈”的心声：

周梦，是河南省儿童医院胸心外
科的一名护士，当她从急救车上抱下
一个六个多月大的患儿时，孩子天真
无邪的笑容融化了医护人员的心：“把
孩子抱到病房，特别乖，没有哭，对我
们医护人员笑，特别暖心。”

周梦虽然是 90后的单身姑娘，但
她就像妈妈一样，和很多医护人员一
起日夜守护着小患儿：“孩子吃母乳，
不吃奶粉，很多个夜晚都在我们臂弯
里睡的，安抚他，真的像妈妈一样。隔
离病房听起来冰冷，但我们医护人员
的内心是温暖的。”

对患儿来说，来到陌生的环境，看
到穿得像“太空人”一样的医护人员，
会害怕，也会想爸爸妈妈。内分泌遗
传代谢科主治医师杨海花看到病房里
一个小姑娘，不停地找妈妈，除了日常
治疗外，她更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大孩子会觉得害怕，入院之后没有笑
容，但他能和你沟通，尽量以‘妈妈’的
身份对待他们。”

杨海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宝

知道她要“值班”，就在本子上从 1写
到 30，每过一天，划掉一个数。杨海
花说，像她一样的医护人员，在抗疫一
线的特殊时期，把爱都留在了医院，留
给了这群更需要关怀的孩子。

“患者需要我们的时候，肯定要冲
在前面的，能让每个孩子得到最好的
治疗，尽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是我
们最大的心愿。”

都说儿科医护人员是最温柔的天
使，常年和孩子接触，职业习惯让他们
保持着一颗童心，隔离病房里的他们
总会想出各种办法和孩子互动，唱歌、
画画、做游戏……努力让患儿忘却病
房里的紧张气氛。

2月 14日，是一个温馨浪漫的日
子，这一天有3名患有新冠肺炎的孩子
也迎来了最幸福的时刻，他们出院了。

3个孩子有一对 8岁和 6岁的姐
妹，还有一个只有 6 个月大的小宝
宝。他们因为接触了家中的确诊病人
不幸被感染，进入到河南省儿童医院
东区的隔离病房进行治疗。突然间看
不到家人，面对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
他们害怕、不安。

白天的时候，护士跟姐妹俩做游
戏、说说话，她们放松很多，可到了晚
上孩子就会抑制不住地想家。第一天
的晚上，要睡觉了，姐妹俩哭喊着要找

妈妈，正在当班的护士张智慧听得鼻
子酸酸的，她当即把孩子抱在了怀里，
不住地安抚：“乖乖别怕，妈妈在呢，妈
妈在呢……”直到她们睡着。而这个
年轻的“妈妈”其实才20岁出头，还没
有结婚，“那一刻真的就脱口而出了，平
时人家叫个阿姨都感觉把我叫老了，可
是当‘妈妈’的感觉却特别好。”张智慧
成了姐妹俩的“慧妈妈”。

像张智慧这样的“临时妈妈”还有
很多，她们成了孩子在隔离病房里最
亲近的人。尤其是其中只有 6个月的
小宝宝，更是所有人的“乖儿子”。孩
子进入病区前还没有断奶，母乳突然
换成奶粉，宝宝用哭闹大声拒绝。护
士们就不停地换各种奶粉给他，直到
找到小家伙喜欢的口味；孩子不肯睡
觉，护士就把他抱在怀里，哼着歌哄
他。那一刻，她们已经忘记小家伙也
是个病人，隔着厚厚的防护服用紧紧
地拥抱，给予他稳稳地安全感。

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杨辉是首批医
护人员中唯一的男性，在隔离病房里，
他就像孩子们的临时“爸爸”：“像小孩
的吃、喝、拉，都由医护人员进行，脱离
父母后，没断奶的，哭闹的，我们护士
充当妈妈的角色。大孩子我们心理疏
导、安慰他。通过我们努力，尽快让患
儿康复出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隔离病区的白衣天使

孩子，“爸爸妈妈”很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