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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风暴下，一座医院的坚守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录

■ 记者 王达

2月24日上午，记者采访期间，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门诊办医生关
一一（化名）被查出高度疑似新冠肺
炎。前一晚，他持续转运患者至深
夜11时45分，直至身体不适才提前
撤离。

关一一的工作状态，是全院
1056名医护人员（包括协和医院支
援 90 人、四川医疗队 278 人）的缩
影；关一一遭遇的危险，也是全院员
工仍在面临的风险。自1月21日被
确定为武汉市首批7家新冠肺炎定
点诊疗医院以来，该院提前进入战
时状态，在人员严重不足、防护物资
极度短缺、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
的困境中，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艰苦
卓绝的战斗。最艰难的时候，全院
只有13件防护服便上了战场。

战场

“警报”拉响之前，武汉市红十
字会医院（以下简称“武汉红会医
院”）院长熊念已隐隐察觉到飓风的
到来。

2019 年 12 月 18 日，武汉发布
“封城令”前一个月，距离华南海鲜
市场1.5公里的武汉红会医院，接诊
了该院第1例新冠肺炎患者。1月5
日，武汉市疾控中心通报59例确诊

“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其中10例由
武汉红会医院接诊。

“接诊首例患者时，还不清楚情
况，但是拍完片子一看，我们就提起
警觉，给他安排在7楼单间，不与其
他病患接触。”熊念说，因为该患者
是在呼吸科就诊，防护相对到位，所
幸没有医护人员被感染。截至目
前，该科室仍处于“零感染”状态。

但其他科室则没这么幸运。1
月10日，一位常年在武汉红会医院
住院的老年肿瘤患者，前往华南海
鲜市场后不幸感染，又将病毒带进
医院，整个肿瘤科24名医护人员全
部“倒下”。

病毒来势汹汹，医院应对措施
也在不断升级。元旦过后，医院进
入战时状态，所有员工不得离开武
汉，随叫随到，院领导轮流排班。截
至 1月 20日，呼吸科发热门诊日接
诊量均在 300 左右，最多时突破
400。

“但就在那一个月，全院倒了
100多人。”熊念说，截至 2月 24日，
医院共有 53 人经核酸检测确诊新
冠肺炎。事实上，在 2月 10日武汉
实现“应检尽检”之前，该院已有二
三十名医务人员高度疑似（符合临
床诊断标准，因试剂不足未进行核
酸检测，目前已痊愈），并未纳入确
诊数据。

1月下旬，湖北、武汉面对疫情
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21日上午，
熊念接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
确定武汉红会医院为武汉市首批 7
家定点诊疗医院之一。

仅仅八小时，医院按照流程完
成发热门诊改造，开辟 14 个诊室，
紧急培训内、外、妇、儿科等各科医
护人员转岗，转出非住院发热患者
330 人，腾出床位 400 张，建立隔离
病区，转型为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

21 日下午 17∶30，医院发热门
诊提前开放，大批发热患者闻讯而

来，从诊室一直排到了马路上。“光
排队就需要4到6个小时，打针需要
10小时。一楼输液室不够用，我们
就把三楼也开辟出来，在墙上钉钉
子、挂吊瓶。”熊念介绍，仅 22 日一
天，医院就接诊 1700 人次，23 日突
破2400人次。

23日，另一个巨大压力接踵而
至。下午15时，医院准时启动收治
工作，一夜之间收治患者340人，包
括从协和医院转运的140余名。因
为传染病患者禁止家属陪护，过年
又请不到护工，每个楼层仅有 5 名
医生、9 到 10 名护士，除了治疗看
护，还需要负责患者的吃喝拉撒，基
本处于24小时连轴转状态，形势愈
发严峻。

但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极度匮
乏的防护物资。21日下午，发热门
诊即将启用，但全院只有13套防护
服，连病房区医护都只能穿隔离衣，
甚至只有医用外科口罩。

22日下午，面对超出此前10倍
的接诊量，武汉协和医院援助 300
套防护服。23 日，武汉协和医院、
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优抚医院
分别援助 500 套防护服，帮助武汉
红会医院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当时每天领到的防护物资，在
最紧着用的情况下，也只能保障半
天供应。所以我们每天下午第一件
事，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去找防护
服。”熊念说，按照规定，防护服使用
时限为 4 小时，但大家为了节省防
护服，工作时间大多长达8小时，甚
至更久。

“即便现在，尽管物资供应情况
明显好转，医院防护用品仍只能满
足一日之需，N95口罩、防护服等还
十分欠缺。”熊念说。

牺牲

49岁的肖俊医生，是武汉红会
医院第一个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士。
确诊之前，他刚上完一个24小时连
班。

肖俊从事医生职业，是子承父
业。1991 年，他从大学毕业后，进
入武汉红会医院工作，至今已有 29
年，牺牲前任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作为科室的中流砥柱，疫情发
生后，肖俊一直坚守岗位，但因为当
时情况，并未进行过多防护，导致了
后来悲剧的发生。

“大约是 15 号，医院来了一位
在普通外科疾病的发热患者。作为
管床医生，肖医生与他密切接触了
3天。后来，该患者确诊新冠肺炎，
肖医生也被不幸感染。”对此，熊念
深感痛惜、愧疚。

18 日，因病毒侵蚀，肖俊感觉
身体有所不适，但直至 20 日下午，
才在同事的催促下，放下手头工作，
前往放射科做 CT（电子计算机断
层扫描）检查。当天，是他的一个
24小时连班。

21 日清晨 8 时，肖俊与同事交
班后，前往放射科取回报告，发现双
肺呈感染状态，临床诊断为新冠肺
炎。他随后找到呼吸科主任范忠
杰，询问用药，打算回家隔离。

“为什么不直接住院？”同事劝
他。

“明天医院就要被整体征用了，
大家都忙得很，不想给大家添麻

烦。”肖俊回复。
26 日，在家隔离数日后，因病

情加重，肖俊被家人送至武汉红会
医院住院。一天后，又被转入武汉
市金银潭医院。临转院前，他笑着
告诉同事：“等我回来。”

但他再也没有回来。1 月 30
日，金银潭医院向肖俊家人下达了
病危通知书。2月8日，肖俊被宣布
临床死亡。这一天，是李文亮医生
去世的第二天。

与举国哀悼李文亮医生不同，
肖俊走得无声无息。直至 2 月 21
日，武汉红会医院才发布公告：“武
汉市红十字会/协和武汉红十字会
医院普外科医生肖俊，在抗击疫情
一线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因病情恶
化，经抢救无效，于 2020年 2月 8日
18 时 13 分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
世。”

“当时我们征求肖医生家人意
见，她们非常悲痛，也不希望被外界
打扰。”熊念解释，“此外，肖医生父
亲是一位老中医，也担心连续公布
两位医生去世的消息，会在医护群
体中造成恐慌，因此强忍着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悲痛，劝说肖医生的爱
人和女儿，决定暂不对外公布肖医
生死讯。”

肖俊走了，家中唯一的经济支
柱断了。“肖医生的女儿今年17岁，
正在读高三，妻子患有肾病综合征，
没有工作。但就是这样的困难家

庭，肖医生走后，他的家人也没有向
医院和政府提出任何请求。”熊念
说，目前医院正按程序为肖俊申报
烈士，正在办理中。

此外，社会各界也向肖医生家
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第一时间提供了100万元人道
救助金，医院也组织开展了募捐活
动，并将为肖医生爱人安排工作，以
慰烈士在天之灵。

坚守

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但那
座老旧狭窄的大楼，似乎愈发成为
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最惨烈的时候，护士感染倒下
了，护士长顶上。上完一个夜班后，
再顶一个上午，到了下午实在顶不
住了，跑来找我，我只能尽量协调，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往后扛，真得
像打仗一样。”回想当时场景，熊念
心情十分沉重。最难的时候，全院
一共“倒”下了 160 多人，至今仍有
近百人病休。

十二病区主任李莉（化名），是
一名妇产科医生。因为太多医务人
员倒下，她主动请缨上一线。在她
的病区，有一位特殊的新冠肺炎患
者，是即将临盆的产妇高女士。这
在此次疫情中，是第一例。

1 月 23 日，高女士从协和医院
本部转运至武汉红会医院，安排在
李莉的病区。24日（除夕夜）下午，

经过慎重考虑，协和医院支援武汉
红会医院专家组决定为她进行剖宫
产手术。19∶50，手术成功，高女士
顺利诞下一子，重 6斤 2两，经核酸
检测显示正常。

高女士的顺利生产，让李莉心
中松了一口气。随后的恢复及治
疗，李莉每天都会陪着她，鼓励她继
续加油。

2月4日，高女士顺利拔掉留置
针；5日，核算检测转阴；8日（元宵
节），康复出院。李莉为她感到高
兴，但因为长期亲密接触，自己却不
幸“中招”，双肺重度感染，一度面临
生命危险。所幸经过治疗，目前处
于康复状态。

院长熊念，今年 35 岁，是一位
海归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协和
医院神经内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2019 年 6 月任武汉红会医院院长。
疫情发生后，尤其是1月21日以来，
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一天
只睡三四个小时。这样的高强度工
作状态，一直持续了近两周。

1月25日，孩子发烧，正是疫情
最危急的时刻，妻子给熊念打电话，
他一边接听，一边和同事讨论工作。
妻子心中清楚，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只能挂掉电话，找朋友将孩子送往
医院做检查。

26 日，妻子也发烧了，再给他
打电话。他心中惦记，但医院正是
启动收治工作第 4 天，他实在走不
开，只好叮嘱妻子自行前往医院拍
CT。幸好检查结果显示，妻子、孩
子均非新冠肺炎感染。

“非常时期，病人不容易，医务
人员更辛苦。但我始终相信，有很
多和我丈夫一样的医生战斗在第一
线，我们一定会摘下口罩，走在阳光
下，拥抱这美好的世界。”艰难时刻，
妻子给了熊念最大的宽容和理解。

2月24日被发现疑似感染的关
一一，是医院康复科主任。因为疫
情期间，其余科室取消，他主动请
战，前往后勤部门搬运物资、氧气，
后因各方面能力突出，被抽调至医
院门诊办，负责发热患者转运工作。

日均四五百的门诊量，让关一
一几乎片刻不得清闲。从 2月 1日
领取新任务开始，他每天下班时间
都在后半夜，最晚忙到凌晨三四点
钟。

每天与大量患者密切接触，加
上过于劳累，免疫力下降，关一一不
幸也被病毒感染。23 日 23 时 45
分，身体严重不适的关一一，在同事
的劝阻下，20多天来第一次在零点
之前下班。

24 日上午，因为发热，关一一
前往放射科做 CT 检查，后经核酸
检测，确诊新冠肺炎，成为该院第
54名被感染的医务人员。

战士们的坚守，换来的是身后
患者的平安。截至 2月 21日，短短
一个月，武汉红会医院共接待发热
门诊 11934 人次，收治发热患者
1977人，出院患者372人，临床治愈
确诊患者 144 人（其中重症患者 51
人）。

飓风吹过的地方，春天依然到
来。

（备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始建于1917年，原为中国红十字会
汉口分会医疗点，1924年扩建为中
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医院。后经几
度变迁，命名为武汉市红十字会医
院，隶属于江汉区委区政府直管，
2019年6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托管。目前，该
院组建了一支 40 人的红十字医疗
服务队，由武汉市红十字会授旗成
立。院长熊念，现任江汉区红十字
会副理事长。）

▲武汉市红十
字会医院外观

▲在医院重症监护病区会诊的医生

▲妇产科主治医师王海燕主动请缨到发热门诊工作，原
本今年2 月就要退休的她，选择与同事们并肩作战，坚守一
线。2月25日是王海燕的生日，当晚她在值夜班。图为她的
朋友圈截图

▲73岁的患者王婆婆2月7日突发左侧肢体偏瘫，同时被确诊为重型
新冠肺炎，伴有糖尿病史。她住院期间，得到了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和援鄂
医疗队悉心照料，图为她康复出院时与医护人员合影

（图源：协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

▶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康复科医生李
洁所在的转换层是清洁区与污染处的交
界地，每天，她都在这里目送同事穿上防
护服上战场，也等待他们下战场，一开
始，她给他们的防护服写上加油的话，后来她画上“春天”，把乐观的态度带入病区，鼓励

“战友”和患者

◀▲1 月 21 日，武汉市红
十字会医院被指定为发热患者
定点诊疗医院，22日发热门诊
正式对外，23日下午6时开始，
所有病区全部改造完毕接收患
者。这些工作，离不开医院后
勤人员的默默付出和始终坚
守。

（图源：协和武汉红十字会医
院）

（图源：协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