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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述：重症监护室里的故事
殳 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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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碰到氧气瓶，冰冷冰冷的。 我开了

铁门，在小路上折返跑。 咚咚咚的脚步声

在晨曦中非常孤寂。 王家卫的电影里说：

人身体里的水分是一定的，流了汗就不会

再流泪。 这个像简易牢房一样的病房，我

们不知道要待多久。

这阵子，情绪欠佳，我经常跑步，趁着

跑步排除体内的不良情绪，吸入清冽的空

气，也能想明白自己要做些什么。

跑了一会儿， 身体的热量渐渐透出

来，也觉得可以容忍冰冷的氧气瓶了。 我

回氧气间去更换冰冷的氧气瓶。 这是个体

力活，A 组氧气旋转阀门，更换成 B 组。 转

下 5 个空瓶，换上 5 个满瓶。 阀门已经有

点铁锈，咯吱咯吱的，5 个阀门中倒有 3 个

转不开，只好用大扳手帮一下忙。

每个氧气瓶都比我高，沉重，冰冷。 15

度斜靠在身上转过来的时候需要点技巧。

换完氧气，爬上凳子看一下高处的一级氧

压表，再到办公室的走廊外看一下高处的

二级氧压表。

在使用中心供氧的医院里待了十多

年，向来用氧气只是朝插孔里一插，从没

有这样原始地使用过氧气瓶。 就像一个用

惯了管道煤气的人， 突然要引火生煤炉，

相当于倒退 20 年回去，这生疏和不习惯，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情绪低落，性子也沉静了很多，决不抱

怨，只是闷头做事，话也懒得说。 在这孤岛

一样的地方，只有靠自己做妥一切。 两次换

下来，也就习惯了，没有什么是不能够习惯

的。 我叹一口气， 并非只有大丈夫能伸能

缩，没有退路的时候，谁都能伸能缩。

“这么早就过来了。 ”看到晨曦中，病

人的家属在围栏外踱步，他们回家才几个

小时，我出去打招呼。 “这是给她的早饭，

医生麻烦你带给她，她还好吗？ ”朱慧的爸

爸把捂得好好的一袋子东西递给我。

“暂时没有什么变化。 ”我说得很谨

慎。 有时候好与不好也只有一线之隔，不

能简单地用“还好”这样语意含混的话来

安慰家属。

“其实你们不必这样。 ”我看着他压抑

着焦虑和担忧的脸，花白的胡子茬，明显

缺乏睡眠的憔悴的眼睛。

“罗医生，宝贝女儿在这里，我也知道

等着没有用，看也看不见，但是在家里床

上怎么睡得着呢？ 待在这里，即使是坐在

车里，也感觉离她近一点，有时候我还能

睡着一会儿。 ”老先生温和地说。车停在不

远处的停车场，一家人都在，也许只是回

家做了顿给病人的早饭。

“你忙吧。 ”老先生温文有礼，仍然望

着病房的方向，在围栏外慢慢踱步。

办公室的简陋程度比 24 小时前已经

好一点了。 破旧巨大的文件柜也是我和老

许两个人从小路上合力搬进来的。 病历用

的各种纸张、文件、标签都整理了出来。

工具箱是重要的东西，鲜黄的箱子搁

在文件柜顶上颇为醒目，免得找不到。 中

央监控屏占据了一个桌子。 等 5 个病房的

监控探头都装好了，每个病床都会有探头

对着。 在屏幕的分格图像上，现在亮着两

格，汪良（化名）和朱慧两个用着无创呼吸

机的病人，可以看到。

这样， 即使不时时在病房里盯着，也

能大致知道病人的状态。 监控探头的质量

还可以，勉强可以看清床边监护仪的图像

和数字。

燕子脱了隔离衣出来，坐在桌前对着

监控屏，一边写交班一边说：“我肯定还有

什么事忘了做，这个地方和医院里太不一

样了，一下子要做什么都搞不清楚。 ”她眼

角的余光一直盯着监控屏。

隔离区和办公室相聚有一段距离，进

去还要更换全套隔离装备，所以燕子离开

病房就非常警觉，生怕病人有状况。

我正在用笔手工开化验单，这化验单

是医院几年之前用剩下来的 ， 停用很久

了，自从信息系统上线以后，医院办公都

已经习惯了电脑打印。

“你忘了抽血没有。班车马上要来了。 ”

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

“啊。 几点了几点了？ ”燕子在墙上习

惯性地找钟， 但是墙上当然什么都没有，

终于在监控屏的左下角看见了小小的时

间显示：6 点 30 分。

“抗凝管，黄袋，一次性针筒，这是你

要抽的血。 ”就知道她一时适应不了这个

还没有建立秩序的旧房子，我指给她看东

西放置的位置，把开好的化验单给她。

一边在插在门口把手上的瓦楞纸片

上写：“闹钟 3 个，挂钟 3 个。 ”

搬来的箱子多， 瓦楞纸片到处都是，

给我顺手用来记事。 纸片上已经写了好几

条，想到了缺什么，马上就记下来，需要让

老许去医院调过来。 每个房间门口的把手

上都有我插的瓦楞纸板。

病房里的垃圾袋一个一个撤出来，一

袋袋放到污物通道尽头的门前，等待运送

污物的车来。 烈性传染病的隔离区还没有

工人愿意来，加了薪水也没有人来。 一大

早，体力活干了一大堆。 连给病人洗脸用

的热水，也是我们用隔离区里的电热水壶

一壶一壶烧出来的。

“哇噻，晚上收病人了，收得还算顺利

吗？ ”老许的电瓶车停在门口，一进门看到

监控屏上又多了一个病人，马上问我。 她

的面孔在西北风里冻得通红。 脱手套和围

巾的时候就在张望隔离区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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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收病人的时候没有叫她， 她有点

意外， 毕竟整个病区的结构和收治规范只

有她最知道。 我才刚刚到岗一天，她没想到

我自己开始折腾收重病人了。 再说这么快

又收第二个重病人，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不算太顺利，今天需要充实我们的

药房，不然马上弹尽粮绝。 ”我在门口贴着

药房招牌的空房间门口说。

房间里有两个巨大的旧柜子，稀稀拉

拉几盒药。 地上放着两个一次性泡沫箱

子，里面堆着小小一堆大输液。

“还有治疗室，深静脉穿刺包、胸腔穿

刺包、输血的东西、导尿、胃管，你要准备

的东西太多了 ，昨天勉强将就，收了个不

太重的。 如果今天又收，这里需要大大备

货。 ”我踢了一脚泡沫箱子，发出空荡的

“咚”的一声。

生活用品再匮乏也可以将就，抢救用

品必须得马上到位。 这个空房子需要快速

充实，至少备得像一个病区的样子。 哪怕

没有化验室，没有药师，没有放射科医生，

没有二线值班。 我把手一摊：“老许，你的

老板最好快点到位， 需要搞定的东西太

多，徒手不能救重病人。 ”

“你等等，我记一下你要的东西，都是

ICU 日常用的……” 老许是呼吸科护士

长，对 ICU 日常抢救常备的药品和物品有

点生疏。

我指了指门把手上插的瓦楞纸板 ：

“这是我记下来，急需要运来的东西。 你慢

慢统计吧。 ”

今天接我班的人还没有来，昨天晚上

忘了问叶深， 后续派了什么人过来上班。

唉！ 管不了那么多。 可能还是方宇吧。

“你说得对，我也催过了，医院到现在

还没有委派负责人。 只有我这个‘老板娘’

硬顶着。 ”老许无奈地说。 她换好工作衣，

往空空如也的机器仓库看一眼。 机器，药

品 ，日用办公用品 ，消耗性材料 ，消毒用

品，隔离服……什么都缺。

“只有我和方宇两个人定了 ，其他抽

谁来，你知道吗？ ”我问老许，对我来说，这

是当务之急，今天早上没有人接班，我就

下不了班。

燕子在门口，把几个黄袋送上医院过

来的班车，这是早晨抽的血标本。 司机把

从医院带来的东西交给燕子。

这个时间定时过来的医院班车，是这

个病房的补给线。

我看看拎着黄袋放上班车的燕子。 “护

士现在只来了 5 个， 支吾过今天都很勉强

了。 ”我提醒老许，毕竟两个病人都是用无

创呼吸机的，在医院的呼吸科病房，这样的

病人医嘱一定是一级护理，病危，需要的护

理量不小。 尤其是现在，连生活照顾的阿姨

都没有，所有事情都靠医生护士动手。

“今天勉强过去，能不能抽来人，等下我

去跟护理部要。”老许叹一口气。这个病区会

收多少病人还是个未知数。需要多少医生护

士这件事，从上到下都没有规划。 谁也没有

料到这么快就进入收治重病人状态了。

“你来负责这个病区行不行呢？ 没人

当家也不行啊！ ”老许看我撕了一角硬纸

板，在统计需用药品的目录和数量。

“你们老大叶深是好，但是你看他忙得

这个样子，哪有工夫待在这里管病人呢？ ”

老许从我进这家医院就认识我，知根知底。

“当我和方宇两个人的家呀。 把一个

破房子改造成一个 ICU， 收一堆重病人，

这是当鲁滨孙的节奏么？ ”我不置可否地

说。 这里虽然破旧，可却是媒体和行政部

门关注的前线，三天两头会上电视，叫谁

负责病房管理，院长自然会调度。 一般来

说，谁负责这个病房，就等于院长在对外

宣布，这是我们医院治疗这个方面最强的

技术骨干。

“病人收起来顺畅吗？ ”乔院长和护理

部主任一起从东门进来。 他们是跟着医院

的班车过来查看病房的准备的。

“马马虎虎，需要好好适应一下。 ”我

继续统计药品。 这两个柜子里的药品大多

数是为上次疑似的那几个轻症病人准备

的，都是些口服药，和这次收的重病人的

需求大相径庭。 危重病人需要的针剂种类

繁多， 还有随时抢救所需要准备的药物，

林林总总都要开出目录来，从医院运来。

“现在有一个重症的产妇正在妇保医

院手术， 准备手术以后用救护车转运过

来。 ”乔院长看了看空荡荡的办公室和药

房，面色凝重地跟我说。

病人收得太快了，手术后的病人一定

是气管插管的，到这里来上呼吸机，这是

要装备监护室的节奏了。 我朝他看一眼：

“没有呼吸机了，人员怎么计划的？ 在这里

上班容易水土不服。 ”我看看他，心里想：

这样的空房子就当监护室一样收气管插

管的病人，准备工作也太紧张了点。

“马上就会送呼吸机来 ，已经在路上

了。 这个病人后半夜已经确认阳性了。 冯

大主任已经在调人过来，需要你来培训一

下。 ”乔院长一边说，一边看我手脚不停地

把一块不规则形状的硬纸板前前后后都

写满了字， 交给老许：“这是药品目录，大

概 3 天的用量。 ”

“震中在这里帮我负责一下吧！ 监护

室的东西需要她筹备。 ”老许愣头愣脑地

对乔院长提要求。 监护室的消耗品，与药

房和普通病房不同， 即使是后勤保障，老

许也需要专业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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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中适应得怎么样？ ”乔院长看我又

在角落里捡了张硬纸板，开始写备用的无

菌包目录。 熟不拘礼，我自管自干活，并没

有认真搭理他。

“她很厉害，这大小姐螺丝刀、起子 、

扳手都用得很溜，劳技课的学霸模式。 ”老

许对我使用工具箱里各种工具的能耐十

分佩服。 其实 ICU 里多的就是机器，拆装

一下滤网什么的，看看就看会了。

她跟着我核对目录，医院的车过来需

要调度， 一次最好还是统计得齐全一点。

错过了一班车，下一班要半天以后才有。

“上午这里需要开个小的行政会议，市

专家组也要讨论一下朱慧的病情。 ”乔院长

对老许的提议不置可否， 这不是他答应就

可以定的，前线指挥官是个重要人选。 责任

重大，那种压力也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

我回头看看他，程序上怎么做都是常

规， 但是这个空房子还在草莽初创阶段，

马上要再收治更重的病人，千头万绪要理

清楚， 最需要的是马上加派医生过来，马

上培训。 没有援兵过来，谁来干活呢？

这时候， 另一队行政领导开车过来，

那是护理部、院感科、医务科的人，还有几

个院长、副院长。他们到会议室开会。老许

过去旁听。

我的救兵方宇也来了，我自去隔离区

和方宇交班，查房。 大家各自有关注的重

心。 医生的心是很简单的，先解决医疗需

求，安全收了重病人再说。

（《医述：重症监护室里的故事》殳儆/

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4 月版）

H1N1 甲型流感来袭，很多孕产妇和
青壮年人出现重症肺炎。 罗震中是抢救
危重孕产妇的医疗组领队。 在外部条件
艰苦 、医疗组临时组建 、病人危重 、受媒
体密切关注的重重压力下， 自身性格不
甚成熟的罗震中依靠内心的执着和坚持
完成了使命。

作者以女性独有的敏锐视角， 记述
了重症监护病房里鲜为人知的琐碎日
常，讲述了 ICU 紧闭的大门后，险象环生
的生命故事和医生面临的考验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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