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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攀：来世我还做您儿媳
2月13日
今天，我在为救护车司机购买消杀喷壶的途中，接到家

里电话，得知婆婆去世的噩耗。我忍痛收起眼泪，一边安慰
家人，一边说服家人在疫情期间丧事从快从简办理。

大年三十那天，我对老公说，“你带着孩子回老家吃团
年饭了，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我必须留守在医院做好督
导防控……”因为婆婆身患重病，一直状况不好，老人家最
大的心愿是希望一家人吃个团年饭，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
家人吃团圆饭。但是，疫情严峻，我不得不放弃春节假期和
家中老人团聚，幸好公婆深明大义，理解和支持我。如今，
婆婆走了，我只有怀着深深的歉意在心里说“妈，您走好，来
世我还做您儿媳！”

注：黄攀，院感科主任、共产党员，1月24日起，对全院
医护200余人进行感染预防与控制知识培训，对隔离病区、
救护车车队、后勤保障人员口罩佩戴、防护服穿脱等防护知
识进行一对一考核，保障疫情防控一线安全。

陈默：为麻塘战友加油
2月24日
坚守10天，终于迎来了34位观察对象检查结果正常，

其中13位可以解除隔离的好消息，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疫情就是命令。10天前，我被分派到八月花酒店隔离

点，不分昼夜地开展消毒、登记、宣导、分配房间等项工作，
开启了我的“疫”线之旅。

每天早上去查房，厚重的防护服让我们和隔离人员产
生距离感，但真挚的关怀和精准的医学指导又紧紧把我们
连在了一起。10来天的测体温、发中药、心理疏导、医疗保
障，让他们充分相信了我们，相信党和政府。

19日晚，我在CT室碰到了和来做检查的“麻塘”战友，
恍如见到亲人般激动，特殊时期无法给彼此间拥抱的鼓励，
但是从他们眼睛里面我读懂了加油、努力、保护好自己，他
们的眼神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面……那晚我做了个好
梦，梦到春暖花开，我们把酒言欢。

注：陈默，风湿病科三病区护士，2月15日起，为八月
花酒店隔离点60余名密接者提供医疗保障。

王丹：欠宝贝一个生日蛋糕
2月25日
因为疫情的需要，我来到山水时尚酒店隔离点，每天穿

着密不透气的防护工作服，戴着口罩，眼罩以及面罩，整个
人活动受限，稍稍活动便呼吸困难、胸口发闷。

当我通知35名隔离期已满的人员去做CT检查，挨个
通知并送上车，回来消毒并送回房间，由于隔离服的密闭性
使我们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就在我通知第一批隔离人
员可以回家的时候，她们离开前的一句“谢谢，你们辛苦
了！”让我觉得这些天的辛苦和汗水都是值得的。

今天，是我家宝贝2岁生日，因为还在隔离点工作的原
因没能陪着宝贝一起过生日，我感到非常的愧疚，但是看到

家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宝贝为妈妈点赞的表情，一切
都感觉值了。“宝贝，生日快乐！等疫情结束，妈妈一定给你
买个大蛋糕！”

注：王丹，护士，客户服务部函诊工作人员，2月18日
至3月2日派驻山水时尚酒店隔离点工作、主要负责隔离
点医学观察对象生命体征的监测，并做好医学记录。

左新松：留观者的“阳光小家”
2月29日
为保障365阳光酒店医学观察点工作有序开展，麻塘

风湿病医院与多个单位配合，抽调13人组成医疗组、综合
组、生活保障组、警务组等四个专班，搭建留观者心中的“阳
光小家”。

我也在“阳光小家”工作，每天近距离接触被隔离人员，
坚持测体温、观病情、查病体、询行踪、送医送药，不分昼夜、
无休无眠地奋战。摘掉口罩，浸泡了无数次消毒液的手，脸
颊的勒痕清晰可见；脱掉防护服，汗水早已湿透衣背……

最危险的操作，没有退却；最危险的病房，我们接力坚
守。越来越多的隔离者，在我们的护佑下解除了隔离。

“你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向你们表示衷心感
谢，和深深的敬意。”解除隔离那天，刘大哥及家人的感谢
信，表达了对“阳光小家”工作人员的感谢。

注：左新松，主任医师，2月5日前往太乙转运亲密接触
者，2月7日转运确诊者。2月15日派驻前往阳光365隔离
点负责医疗保障工作。

尹莎：静候春暖花开时
2月26日
刚送走了密切接触者，我开始了解除隔离者房间消毒

工作，一个房间至少要消毒3遍，总时长达8个小时，总共有
22 间房，做好了终末消毒准备工作，准备迎接下一轮“挑
战”。

一晚上，穿着防护服上上下下跑了不少于50趟，收了
23个患者，上到70岁的老人，下到1岁的幼儿。他们入住
后表现出“不适、不安、焦虑、敏感、易怒……”见此状态后，
我制定了心里疏导方案，每天2次电话连线，给予隔离者解
释和安慰，是我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时间是23:00，刚洗漱完毕的我，翻看着手机里几
百条未读信息。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家里蛋炒
饭是一种向往，一家人在一起谈论工作中的苦与乐也是一
种惬意。说不怕是假的，既然选择做医者，就应该挺身而
出，这是为荣誉而战，是履行医者职责。

注：尹莎，针灸科护士，2月15日至今驻阳光365隔离
点工作，主要负责信息登记、体温检测、病情观察、健康教育
知识宣传等工作。

吴亚芬：流感饮呵护您的健康
2月26日

“镇氏流感饮”自发放以来，在广大群众中反响热烈，饮

用者越来越多，自1月19日至2月25 日，共提供桶装流感
饮200余桶，袋装流感饮9000余袋。

1月19日起，麻塘风湿医院开始放春节年假，考虑到煎
药房其他同事值班不便，我选择自己坚守煎药房。30余天
的坚守，一桶桶、一包包的流感饮从煎药房源源不断传向一
线，交到监狱警察的手中，交到医务工作者手中，交到社区
群众的手中，交到志愿者的手中……

大年初一，我的小孩生病不得不接到身边，为不影响工
作，我只能把小孩带到医院单身宿舍，一边照顾小孩，一边
上班，小孩生病的那几天，我每天不停的在宿舍大楼、煎药
房、门诊大楼间来回奔波。

每天工作下来，汗流浃背，说不累是假的，但每当想到
我也能为抗疫出一份力，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注：吴亚芬，煎药房主任，1月19日起，一直坚守煎药
房，为广大市民煎煮预防新型肺炎的“镇氏流感饮”，至今仍
在继续。

何兴：“大白”守护您的安全
2月27日
前往隔离点的那晚，正逢大雪。我们对观察点进行了

全方位消毒，迅速成立了由14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协调
小组，下设5个工作组，我负责医疗保障组的医务工作。

身高158厘米的我，穿着“两个+”的防护衣显得格外宽
敞，走起路来，两只裤腿都挤满了气，同事们都笑我是“大
白”。

等忙完了，已经过了晚上9点，期间不能吃喝、不能去
洗手间，甚至不敢进“民政救灾”的帐篷，为的是降低帐篷里
没有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接触病毒的可能性。看到入住人
员的房间灯光慢慢变少，想想一天里大家为了防疫工作尽
心尽力，也多了些许心安。

不知不觉，已经是来隔离点的第12天了，今天送走了
隔离点16位观察期人员，看到他们平安度过观察期回家，
我感到十分开心。

注：何兴，护师，品牌发展部人员，预备党员，2月15日
起在城市便捷酒店（钟楼店）负责医疗保障组的医务工作，
2月29日返回医院的工作岗位。

吴丹：站好白衣战士岗
2月23日
在隔离观察点工作已经8天了，今天我特别高兴，因为

我们隔离点有30位观察对象解除隔离即将回家，看到他们
归心似箭的眼神，我感到无比欣慰。

记得我被分配到集中隔离点的第一天，自己像陀螺一
样转个不停,给隔离人员分配房间、安排住宿、对接物资
……从早上一直忙到凌晨一两点，才有时间喝口水休息一
下。

有一天，我带着一位65岁的胡婆婆走进房间时，她抱
怨“我就和她吃了一餐饭，为啥非要把我弄到这来。”针对这
些情绪不佳的隔离对象，我每天至少2次通过内线电话或

是微信视频进行心理疏导。到后来，胡婆婆主动和我说：
“你们每天负责我们大几十个人的生活问题、体温监测和饮
食等，真不容易，辛苦了”。

来隔离点的每天，虽然都很累，但当你的坚守和关怀逐
渐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一切辛酸都会在一刹那释然。

注：吴丹，科教科主任，共产党员，2月15日被分配在
城市便捷酒店（银泉店）隔离点，担任医疗保障组成员。

张有权：凌晨的守候很累很充实
2月20日
现在是凌晨0点38分，我陪观察隔离点人员在医院做

CT检查，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走廊外等待。
“加油，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多日的连轴转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听。“相信我们，相信自
己，我们会胜利的!”熟悉的声音再次传来，随着声音源头望
去，惊奇发现原来是同样陪隔离点观察人员来院做检查的

“麻塘”战友。
在隔离点的这些天，消毒、登记、安排房间、讲解注意事

项、坚持每天2次为隔离人员监测体温、询问有无不适，疏
导不安的情绪……我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经常熬到深夜，
很累，但又很充实满足。

大家的关心是我前进的动力。和那些在隔离病房里面
工作的一线医务人员相比，我所做的微不足道，但凡有需要
我的地方，我一定义不容辞。

注：张有权，风湿病科住院医师，2月5日至14日，先后
2次参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转运；2月15日至28日，
在八月花酒店隔离点负责医疗保障。

夏丽：呵护隔离者脆弱的心灵
2月25日

“夏丽，你怕不怕？”
“有流感饮，没什么好怕的！”
大年初三，我放弃陪伴孩子、享受家庭温馨，回到需要

我的岗位上，前往隔离点支援。
深入前线抗疫的体会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被隔离人

员都是需要经过核酸检测及CT的排查，结果正常才能通
知社区接回家，看着他们忐忑不安地上车，到检查后医生告
知正常的喜悦，真心替他们开心。隔离人员的心理是很脆
弱的，为了减少他们的焦虑，我会在量体温时会尽量跟他们
说些轻松的话题，看着他们的状态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我
紧张的心情也平复了很多。

坚守隔离点的11天，我们曾收到了一位阿姨写的感谢
信，还收到一个小哥哥把他在网上买的橡胶手套也给了我
们，虽然没有华丽的言语，也不是昂贵的物资，但确实是我
们前行的动力。

注：夏丽，客户服务部副主任，2月16日至3月2日在
山水时尚隔酒店离点，担任医疗保障组成员，主要负责隔离
点医学观察对象的体温监测和健康教育，指导个人卫生和
防护，做好医学登记记录。

白衣作战袍 仁心写担当
——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医护人员战“疫”日记摘登

笔者最近1个多月在网上免费为许多患
者诊治疾病，其中有不少新冠肺炎患者，新冠
肺炎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是感受疫戾之
气，肺为娇藏，不耐寒热，首当犯肺，正邪相
争，病久后期正虚邪恋，耗气伤阴。本病传染
性强，患者隔离日久容易出现担忧恐惧，因此
焦虑失眠的病友日益增多，对于康复的需求
越来越多。笔者归纳新冠肺炎的康复指导，
从中医药处方、传统中医康复、膳食指导以及
现代呼吸功能训练方面着手，疗效较满意。

中医治疗
余毒未清型：体温反复波动（37至37.3℃

之间），头晕、乏力、烦躁不安，咽部不适，偶有
痰，咯而不爽，舌苔白腻或黄腻，中有裂纹，脉
弦滑。治疗透达膜原，除湿化痰。方柴胡达
原饮加减：柴胡15g、枳壳10g、厚朴10g、青
皮8g、黄芩8g、桔梗10g、草果8g 槟榔6g、
生甘草8g、党参15g、连翘15g等。

肺胃阴虚型：干咳少痰，口干食少，眼干
涩，手足心热，夜间汗出，舌红少苔，脉细数。
温病学家叶天士：“温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
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治疗宜清养肺胃，
生津润燥为法。方沙参麦冬汤加减：北沙参
12g、玉竹 10g、生甘草 8g、桑叶 10g、麦冬
10g、天花粉10g、地骨皮6g、竹叶9g、五味
子6g、党参15g等。

肺脾气虚型：胸中时有憋闷，怕冷，声低

懒言，神疲乏力，气短、动辄汗出，纳差，舌淡，
苔白滑，脉弱。治疗宜补脾益肺，培土生金为
法。方四君子汤加减：党参15～30g、白术
15g、茯苓15g、甘草8g、黄芪15～30g、陈皮
10g、防风9g等。

传统康复治疗
艾灸疗法 常用选穴：大椎、肺腧、脾腧、

中脘、关元、足三里、涌泉、太溪等。操作方
法：选2-3穴，可使用艾灸贴贴于施术部位。
每8～12小时1贴，年老体弱患者可适当减少
灸贴时间。同一部位间隔12个小时后再次
使用。或隔物灸贴，选2-3穴，每穴30～40
分钟,每天一次。对于体虚者可行太极周天
灸。灸后患者会出现口干、口渴，或咽喉疼
痛，属正常灸感，多饮水即可，可自行恢复。
孕妇、糖尿病、皮肤过敏者，皮肤破溃、急性挫
伤期出血性疾病者禁用。

穴位按摩和肺经拍打 选穴：内关（双
侧）、孔最（双侧）、膻中、百会、足三里（双侧）

等。操作方法：将两手大拇指分别放在两侧
穴位上，指端触摸皮肤并稍按压，小幅度按揉
腧穴至轻微酸胀感，每穴揉按15秒，休息3秒
后再次按揉，5～8次换下一穴位。拍打手臂
肺经，即内侧从肘部至腋窝，5至10分钟，出
现瘀斑为正常现象，凝血功能异常者慎用。

八段锦 建议每天 1～2 次，每次练习
10～15 分钟左右，按本人身体状况而定，以
能承受为宜。

太极拳 建议每天1~2次，每次20～30
分钟左右。

传统康复治疗有比较明显的缓解抑郁、
焦虑，有很好的改善睡眠作用。

食疗
总体建议食物宜清淡易消化，避免过于

辛辣、刺激及油腻，注重营养均衡，食物多样，
开胃安神，利肺通便，并且可根据食物属性及
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分类指导如下：

有四肢冰凉、胃冷等症状的，推荐生姜、

葱、香菜、芹菜、芥菜等；
有心烦、口苦等症状的，推荐菊花、枸杞、

莲子心茶等；
有失眠等症状的，推荐百合、酸枣仁、莲

子、银耳、红枣、葡萄、龙眼肉、猕猴桃、桑葚等。
有咳嗽、咯痰、咽喉不适等症状的，推荐雪

梨、冰糖、川贝、罗汉果、橘皮、杏仁、白果等；
有恶心、食欲不振、腹部胀满、腹泻等症状

的，推荐山楂、白扁豆、陈皮、山药、茯苓、蘑菇等；
有便秘等症状的，推荐香蕉、白萝卜、蜂

蜜、杏仁、核桃等；
有全身乏力、短气懒言、精神状态不佳等

症状的，推荐党参、大枣、黄芪、山药等。
现代呼吸功能训练

常见的呼吸功能锻炼方法有腹式呼吸、
缩唇呼吸和全身呼吸体操，可以增强膈肌的
肌力和耐力，减轻呼吸困难、提高机体活动能
力，预防呼吸肌疲劳，要逐步从呼吸功能训练
过渡到体能训练，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腹式呼吸训练：可选择立位、坐位或平卧
位，两膝半屈，?使腹肌放松，两手分别放在前
胸部和上腹部，用鼻子缓慢吸气，放在腹部的
手有向上抬起的感觉，而放在胸部的手原位
不动，用口呼气?，放在腹部的手有下降感，每
次腹式呼吸重复8~10次，每天2~4次。

缩唇呼吸训练：患者闭嘴经鼻吸气，缩口
唇做吹口哨样缓慢呼气4~6秒，以能轻轻吹动
面前30厘米的白纸为宜。每次5~8分钟，每日
2次。缩唇呼吸可以与腹式呼吸一起应用。

全身性呼吸体操:患者平静呼气，吸气；
立位吸气，前倾呼气；单举上臂呼气，双手压
腹呼气：双手向上举起吸气，放下呼气；平举
上肢吸气，双臂下垂呼气；立位上肢上举呼气，
蹲位呼气；抱头吸气，转体呼气；立位上肢上举
呼气，蹲位呼气；腹式缩唇呼吸；平静呼吸。

总之，新冠肺炎患者的康复治疗要遵循
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因人而异的原则，要顺
自然，畅情志，调饮食，慎起居，避邪气，才能
调和阴阳，促进疾病早日彻底康复。

新冠肺炎患者康复期应该注意什么

循序渐进 调和阴阳
镇树清，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专家组组长
熊丽，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

大讲堂大讲堂

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主讲

（上接第一版）

用生命为生命站岗
疫情防控一线践初心

疫情防控，是一场殊死较量，只能前进，没
有退路。

2月15日,在市委、市政府和市防控指挥
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市防控指挥部地区组，强
力推进主城区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社区防控朝哪防？方向明确了，阻隔和服
务是核心任务。

社区防控怎样控？目标明确了，实施社区
防控“674311”工作法。

社区防控如何落实？执行明确了，践行
“五到四从四多”工作法。

在双龙社区电大小区，一对怀孕夫妻来到
防控卡点，强烈要求搬到婆家养胎。市委巡察
办党员志愿者罗会牛，耐心劝导夫妻俩回家健
康宅居，并协助他俩到医院拿取了检查结果。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罗会牛和23党
员干部一起下沉到了该小区，他们方向明确，
目标明确，执行明确，战“疫”在社区。

他们封住了小区的两个出口，仅保留一

个人行应急通道；实施了小区逐户排查，核
实小区现有 78户 269 人，其中“汉返”人员
16人；按照一户一卡的要求，填写了《重点
人员登记表》，对9户32人实施居家隔离和
每日检测体温措施；摸清了患基础疾病、孕
妇等特殊人群4户，实行了每日电话问询和
上门服务。

在党员干部的引领发动下，电大小区10
位居民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协助开展出入登
记、测温、宣传、代购、应急服务等防控工作，有
力的增强了防控力量。

居民闵海燕说：“我们小区没有物业，人员
流动又大，过去每天提心吊胆，有了党员志愿
者守大门，帮服务，现在心里踏实多了。目前，
该小区无疑似或确诊病例。”

在桂花路社区防控点，一位大姐指着党员
志愿者王益民，对值守点的工作人员反映情
况：这个王益民法官，从你们来社区值班的第
一天就在这里，这都二十多天了，他天天早上
七八点值班到晚上八九点，实在太辛苦了，我
要向你们领导反映，让他休息一下。

王益民是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党员志
愿者，二十多天来，自己主动要求多值班，一值

班就到半夜。而这位大姐是隔壁超市的老板
娘，她天天看着王益民在防控点忙前忙后，心
有不忍，专门过来反映情况。

王益民说：“赵大姐，真是谢谢你关心我，
但这是我主动要求的，我是一名党员，现在是
群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不上谁上。”

尤其是，市委组织部43名干部组建了13
个督导小分队，每天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2
点，进行明察暗访，现场发现硬隔离空白、纪律
性不强、职责不清、服务不细、履职不到位等问
题300多个，全部当场整改。

每一位党员志愿者都像一块磐石，牢牢地
定在卡点布局的阵地上。

用真情赢得真心
党群同心筑起坚固堡垒

隔离病毒，不隔温暖。在社区严防严控的
背后，党员志愿者嘘寒问暖、跑腿代办……用
真情实意在防控一线拉起了一道抵御病毒的
温暖防线。

2月27日上午，远在北京的刘苒女士致电
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表达对余仁强、易翔和王伟新三位志愿者的暖

心帮扶。她说：疫情当前考验人心，真要感谢
志愿者们这些天对我婆婆的照顾。

刘苒的婆婆姓戴，今年87岁，退休之前是
郭林路小学的教师，平时婆婆和家政阿姨一起
住，年前阿姨回家后，就剩婆婆一人独居。

2月12日，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入
党积极分子易翔，在桂花路社区金诚时尚广场
防控值守点执勤时，发现了戴婆婆独自出门买
菜。随即，易翔就搀扶戴婆婆回到家中，并叮
嘱她有事就找志愿者帮忙。

市住建局疫情防控组五组组长余仁强了
解到戴婆婆的情况后，他和易翔提着鸡蛋等物
资上门看望戴婆婆，还通过手机让戴婆婆和远
在北京的儿子、儿媳视频连线聊天。

市商务局包保干部王伟新得知戴婆婆的
情况后，除了安排志愿者每天按时给戴婆婆送
饭，他和易翔还主动上门帮婆婆打扫卫生，帮
忙清理过期食品等。

余仁强说：戴婆婆年纪大了，独自生活多
有不便，作为党员志愿者理当对她伸出援助之
手。

在滨河社区第五网格，一幕爱心接力也正
在进行。咸安区总工会职工赵颖在防控点值

守时，一位老人匆匆走来，他自称是小区住户，
姓晏，肝癌晚期，因为交通出行受限，急需购买
救命药。

人命关天，赵颖立即拨通数个电话联系药
物，都未果。于是她将晏师傅的情况发在单位
办公群，马上得到了同事的回应。一次爱心接
力随即展开：同事吴科琼联系市区药店，同事
袁梓萱联系咸安区中医院。最终，区中医院回
复可以到省里调货，三天后运回。

当两盒替吉奥胶囊交到晏师傅手上时，晏
师傅激动地难以自抑。

同克时艰，齐心向前。在城区，在社区，这
样暖心的故事还有不少。

截至2月27日，市直4000余名党员干部
下沉到社区一线，值守防控点700余处，累计
入户排查30万余人次，服务困难群众6万余
人次，开展环境消毒整治1000余次。活动中，
成立了临时党支部106个，临时党小组67个，
在疫情防控一线发展党员20人，有92人在志
愿活动中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党员们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筑起了一
个个坚强的堡垒。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疫
情防控阻击战注入澎湃动能。

“疫”往无前党旗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