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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队长④

“战疫”

广医二院驰援湖北医疗队队长温德良奋战抗疫一线，为患者带去希望和曙光

“患者的抱怨，我爱听！ ”

把抗“疫”之战

拉进自己的节奏

没有寒暄、没有休整，广医二院驰援医

疗队一到达武汉协和西院 ICU， 立刻展开

与“死神”抢人的搏斗。 协和西院是重症患

者定点收治医院，该院 ICU 里的患者又是

最危重的，且这类患者病情进展快，救治难

度大、操作多、被传染风险极高，医护人员

如履薄冰。

每天早交班后，作为医疗组组长，温德

良同组员们逐一讨论患者病情，随后“全副

武装”入舱行床边查房，仔细观察患者的神

志、呼吸、皮肤粘膜，观察呼吸机、心电监

护、CRRT 机参数等， 结合患者的病情适

时调整治疗方案。 尽管住处离医院数十公

里，驰援两个月以来，无论阴晴雨雪，温德

良都早出晚归，每日在协和西院 ICU 一呆

就是十几个小时，从未休息过一天。

“面对这个全新的疾病，我们一度深感

无力。 虽然我们拥有很多年呼吸重症患者

救治的经验， 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病情发

展特别快， 有时候甚至会出现难以预判的

状况。经过那些日子的实践和探索，尤其是

与钟南山院士开展远程会诊， 越来越多的

患者病情得到好转， 广东团队治疗方案的

科学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温

德良说。

2 月 19 日， 让人振奋的捷报终于传

来！ 温德良所带领的医疗组成功救治一名

危重症患者并将其转出 ICU， 这是武汉协

和西院 ICU 的首例。

“我们需要这一场胜利，建立信心对于

团队来说太重要了。早期在这陌生、狡诈的

疾病面前，不少患者在收进来之时已‘积重

难返’，我们的战斗情绪一度很受挫，心情

也十分沉重。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气馁，没

有停下脚步。”温德良说，“成功案例对一直

处于高压状态的医护人员们来说， 是一针

强心剂。”医疗队提前研判，提前卡位，终于

把抗“疫”之战拉进了自己的节奏。

“两个月后的今天，拔管、转出、出院，

在协和西院已经不是‘新闻’了。”温德良笑

说，“其实在这场与疫魔的搏斗中，医生、护

士、 患者都是战士， 每位患者对生命的渴

望，都让人肃然起敬。 ”

患者ECMO撤机后才睡得安稳

2月23日，温德良组里一名患者出现了

险情。 42岁的李先生

（化名）

出现了血氧饱

和度低、双侧气胸、肝功能受损、循环不稳

定、凝血功能障碍等情况，高条件的机械通

气下已无法支撑他的基本生存需要， 若不

及时施救， 可能会因发生呼吸衰竭引发的

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关键时刻，广东医

疗队总领队张挪富教授、ICU主任徐远达

教授组织科内讨论， 最终认为该名患者有

行ECMO

（体外膜肺氧合）

指征。

当天下午，温德良、陈维校与广医一院

的席寅等医疗队队员作为熟练掌握ECMO

技术的医生，完成了置管前的血管评估。 数

个小时的努力， 通过整个团队的通力配合

以及凭借医生熟练的操作， 成功给患者用

上ECMO， 为后续的肺部治疗及器官功能

的维持争取了时间。这是协和西院ICU广东

团队来援后的首例ECMO。 此后，温德良以

此成功经验又再给四名患者上了ECMO。

3月19日，上了ECMO六天的王伯

（化

名）

呼吸功能日渐恢复，病情逐渐好转。 温

德良在床边进一步下调ECMO参数， 观察

到患者通气氧合功能稳定改善， 结合分析

患者各项生命指标， 果断作出判断———可

以撤除ECMO。 动脉拔管的瞬间，手术室异

常安静，所有人屏气凝神，内心却激动万分。

作为协和西院首例成功撤机的患者，王伯离

康复又近了一步。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新冠

肺炎危重患者的救治迈上了新的台阶。

“有一段时间我的睡眠不太好，总是在

浅睡，有时候半夜忽然就醒了。 脑海里总在

回想治疗过或者治疗中的一些患者， 他们

有的还年轻，本身没有严重的并发症；有的

家中发生聚集性感染，亲人都离去了。 他们

来病房之前， 只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个平凡

的人。 ”温德良坦言，“王伯成功撤机，让我

紧绷了50多天的神经有了短暂的放松。 那

天晚上，我睡得特别安稳。 ”

不过， 救治重症患者的攻坚战仍在

继续。

真挚人文关怀让患者倍感暖意

疫情之下，也有温情。 在当地，医疗队

总能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暖意， 走在路

上，会有人摇下车窗说，“是不是上班？ 要

不要送你们过去？ ”这一切都让身在异乡

的温德良感到温暖。

看望转出患者也是温德良的日常工

作之一，他会仔细观察患者的状态、了解

他们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给予他们最真

挚的人文关怀，用专业知识消除他们的疑

虑，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广东医疗

队太棒啦！ ”每次医护人员来到普通病房，

总会收获不少点赞和合影。

“这里的饭菜不对胃口，不想吃！ 床也

太硬了，可能要重新铺一下！ ”几天前刚从

ICU 转出普通病房的小王

（化名）

对“老熟

人”温德良说，小王的抱怨让大家有点意

料未及。“不好吃也得吃点啊，要保证营养

才行。 没问题，我们给你去想想办法，好不

好？ ”温德良这样对小王说道。

这段日子，35 岁的小王经历得太多

了。 她是 ICU 里最早的一批危重症患者，

经历了长达 20 天的有创呼吸机治疗，病

情出现多次反复。 独自面对身上的管道、

不分昼夜鸣响的仪器和从不熄灭的白光

灯，小王一度出现了抑郁和焦虑。 每天下

午， 温德良都会和她的丈夫电话联系，告

知她的近况，成为久未见面夫妻俩的沟通

桥梁。 当条件允许时，医护人员还让她和

丈夫以视频等方式联系，渐渐缓解了她的

担忧和思念。 经过持续治疗，小王的情况

出现了转机，实现了拔管和转出。

“患者的抱怨，我爱听！ 他们开始有诉

求了，这是好事，证明他们身体正在好转！

相比于躺在床上默默承受痛苦，我更喜欢

现在这样生动的他们！ 生死之外都是小问

题！ ”看着小王历经磨难却重获新生，温德

良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转头又为小王去

张罗点心和床垫了。

4 月 6 日，小王出院了，还为广东医疗

队准备了锦旗。 这天她把自己出院后的安

排告诉了温德良，征求他的意见，俨然已

把温德良当成了最信任的人。“我将来还

要到广州来找温主任，温主任也答应了请

我喝早茶！ ”小王开心地说。

家人的支持和信赖，

坚定了他逆行的信心

“专业对口 ， 大有可

为。” 这是当时温德良第一

时间主动请缨要上前线提

出的理由， 也得到了大家

一致的认可和支持。

温德良的爱人李巧薇

也是一名医护人员， 两人

分别在不同的医院工作，

一个在 ICU， 一个在卒中

中心， 工作均十分忙碌 。

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从

小就参加托管， 也比同龄

孩子更早懂得照顾自己。

“从疫情一开始， 他就

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 ，

我能帮助他的就是把后勤

保障工作做好， 把孩子们

照顾好， 把老人家们安抚

好， 不给他增加心理负

担。” 李巧薇说， “因为知

道他忙， 即使是再想念 ，

我从不给他打电话， 只是

默默地期盼着他打回来报

平安。”

每天晚上等待温德良

来电， 已成为这一家人的

日常。 “爸爸， 加油！ 奥

利给！” “爸爸， 家门口的

木棉花已经开啦！” 只要一

见到爸爸 ， 一对“孖宝 ”

便在屏幕前争相要跟爸爸

说话， 给爸爸做鬼脸、 表

演魔术。

李巧薇说， “孩子的

爸爸平时总说我‘批评 ’

他多， 但这次他在我心中，

在孩子心中， 是真正的超

级英雄！”

温德良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参与救治工作。 通讯员供图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许咏怡

身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驰援湖北医疗队队长，该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温德良不仅是一名经验丰富的 ICU“老将”，更是呼吸专业出身的重症医

学专家，对重症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救治有着很深的造诣。

2月 7日，温德良与同事蒋凌志、陈维校、王玉丽和黎江出发驰援武汉三家

危重症定点收治医院之一的协和西院，在前线“抗疫”整整两个月。 临危受命的

他们冲锋在前，早已忘记周末节日、白天黑夜，一直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为当地

患者带去希望和曙光。 如今，他们已完成任务，于 4月 8日返回广州集中休整。

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