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离点抗疫之行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校医院 输液室：倪雨婷 

韶华易逝，岁月如梭，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有磨难，有

难过，有坎坷，亦有欢乐和惊喜；快乐也好，磨难也罢，我一

直相信，人的一生中总有一段特别难忘且珍贵的经历，若干年

后回忆起来依旧可以让人热泪盈眶。 

5 月 1 日是全国劳动节，在这一天我很荣幸地成为了隔离

点抗疫医疗队中的一员。在劳动节的这天，山东大学中心校区

学生公寓 10 号楼出现一例阳性同学，随后学校开始迅速组织

分批次转运学生到固定的隔离点酒店，组建了一个共 10 人的

隔离点抗疫医疗队，这是 10 名女医护人员。这 10 人分别是山

东大学校医院的李西霞医生，展凤霞检验师，张婷医生，韩曌

煜医生，杨华英护士，范娜娜护士，丁蕙欣护士以及我本人—

倪雨婷护士，还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怀宝莎护士和刘凤娟护

士。当我接到去隔离点的命令后，我迅速准备好自己的物品，

已经整装待发，向准备去的隔离点酒店挺进。当天下午，我接

到了通知，韩曌煜医生，张婷医生和我，我们三个人去全季隔

离点酒店，其余七个人去如家隔离点酒店。当天晚上，我们接

到了 19:25 分在校医院门口集合准时出发的抗疫命令，我们匆

匆扒了几口饭，迅速拿着自己的物品到校医院门口去集合，在

门口合影后便迅速坐上了去全季酒店的车，大概晚上 8 点多到

达目的地。 



当我们三个人到达目的地后，全季酒店的牌子映入眼帘，

卫健委的老师带领我们三人到指定的房间，因为房间不够，所

以卫健委的老师安排我们三个人在一个大床房，就这样我们的

隔离点之行正式拉开帷幕。随后我们开始忙碌起来，简短的交

接后，我们三人穿好防护服接待从各街道转运过来的密接人员

和次密接人员，为他们做好登记，安排房间，带领他们入住，

帮他们拎行李，亲自送他们到房间内，并告知他们如何填写基

本的信息，一些注意事项和入住的温馨提示等等。一批接着一

批，全部办理入住交代完毕后，早已是第二天，我们三人浑身

都湿透了，然后开始拿着采样管对人数给新入的人员进行采样

和当天早上隔离期满需要解除隔离的人员进行双采双测。这些

人员中，有步履蹒跚的老人，有身强力壮的青年人，也有 1-10

岁的孩子，无论多晚，还是孩子因害怕不肯配合，我们都会耐

心地安抚他们，并精准地找好采样位置迅速采样。让我们感动

的是，这些隔离人员都很善解人意，都会说“你们辛苦了……

谢谢你们……谢谢阿姨……给阿姨比心……你们注意防

护……”，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暖暖的。采样完毕后我们再

次核对采样管和人数，并分好历城区中医院和历城区疾控中心

的样本放到指定位置。在采样过程中，张婷医生由于低血糖晕

倒过去，工作人员帮忙把她扶到大厅吃了点东西坐下歇了会儿

才缓过来。然后我们给这些入住人员发饭，收集信息表并拍照

发给卫健委的老师等，所有的活干完后便是总结并分配好早上



干活的流程，我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如雨下，浑身又

湿又黏，但是我们很开心，隔离人员的暖心话语温暖着我们，

再加上明白并熟悉流程后就能更好地为隔离人员服务，脱完防

护服，回到房间后已经接近凌晨 4 点，我们三个人睡一个床，

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互相理解，谁也不敢翻身，都是保持一

个姿势蜷缩着睡觉，大概睡了两三个小时便开始了早晨的工

作，我们因为都不敢翻身，早上身上都僵了，浑身酸痛，我还

有点落枕了，安排人员入住，领入房间，交代注意事项，采

样，发早餐，收集信息表拍照发给卫健委的老师，采样管数数

好后迅速放到指定位置等，我们三人配合很默契，等一切完毕

后，我们穿着湿透的衣服，吃上了凉的早餐。短暂的歇息后中

午开始给隔离人员测体温和发放午餐。当时我有点轻微腹泻，

口腔溃疡，和胃疼，但是我不想耽误工作，依旧忍着不适继续

干活。当时我们都很累，但是谁也没抱怨，都是积极面对工

作，耐心服务隔离人员。 

5 月 2 日下午院长通知我们三个人，我们隔离点抗疫医疗

队的 10 个医护人员晚上会被车转移到经十东路的沃德-亚朵隔

离点酒店，我们大部分学生都在那个隔离点。我们于当天 19

点 35 分转移到此隔离点，接管大部分山大师生和部分社会人

士。谁知刚来到这里的情况更加复杂，搬物资，报物资，报

表，统计，上报 VPN 系统，报体温，接服务电话，帮助隔离

人员解决医疗或者生活问题，垃圾转运，采样等。因为换防的



同仁们也是前一天晚上刚接手，而且可能也比较着急去下一个

隔离点，他们匆忙交接后便去下一个隔离点酒店了，所以我们

一头雾水，相当于从头开始。行礼还没来得及放下，一大车抗

疫物资已经运到。我们迅速把物资从一楼运到三楼，汗流浃

背，终于把大批物资完好无损并整齐有序地放在了三楼的物资

保障区。 

这天晚上刚来到接手后，我便被大家选成了报表的主要负

责人。因为刚开始不懂报表的内容和流程，报的表又特别多，

换防的同仁们也没有报 5 月 2 日这一天的表和上报一天两次的

体温，然后加了 20 多个隔离群，每个群里都需要报各种各样

的表，所以我手忙脚乱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所以

当天晚上首先要做的就是区里要 5 月 2 日的报表，然后研究如

何做体温表格并在 VPN 系统中上传隔离人员的上午和下午的

体温。我依照前台报的隔离人员体温情况，自己做出表格统计

出来隔离人员日常信息，在 VPN 系统中上传隔离人员日常信

息表，体温表格这项内容已经按要求上传完毕后，刚接手的其

他报表并不知道从哪里做起，我也只能依照隔离点工作联络群

里其他隔离点报的表和前一天的换防的同仁们得出来的电脑中

的信息，学习一下大家是怎么报的表，学的一知半解，大体明

白了如何报四合一的总表，表里需要统计的有使用房间数，剩

余房间数和报损房间数，境外使用房间数隔离人数，每个隔离

人员的详细信息如姓名，性别、地址、入住时间、末次接触时



间、接触隔离时间等等。这一晚，我忙着报表，丁蕙欣护士忙

着做核酸登记信息，其她人准备第二天采样的物品。我准备好

第二天采样的管，贴条形码，口咽拭子和鼻咽拭子，酒精喷雾

瓶放在了自己做的简易采样箱里。做完这些，我再接着报表，

忙完已经凌晨 3 点，5 点半起来采样，采样后匆忙吃饭后去接

着报表，打电话问填表情况，看各个群里的消息并赶紧把相应

的报表报到对应的群，前一日的隔离点人员情况，密接人数，

次密接人数和同时空人数，解除隔离人数等；已用房间数，立

即待使用房间数，消毒房间数，报损报废房间数等；一日多次

的房间统计数，核酸检测的采样管数，人数和已出结果人数；

新冠疫情处置表；工作人员人数和核酸检测统计表；统计隔离

人员上下午的体温情况；随时随地做到只要群里发消息，立即

做出 20 多个群里需要的报表情况并上传；特殊人群隔离人员

信息表；根据末次解除时间推算出隔离人员哪天解除隔离，做

出当天解除隔离人员的告知书和解除隔离人员的名单表并上传

群里和打印出来，打电话通知解除隔离人员，告知相关注意事

项，联系各街道派车接他们，各街道派车来接人给我打电话，

我会再打电话通知解除隔离人员；接前台电话，如有不适立即

报告医生处理情况，如有需要药品，物品情况，服务情况，在

本子上记录下来所需物品，然后在群里跟保安人员报备，尽量

满足隔离人员的合理需求；每天晚上会根据区里的通知要求，

从领导重视情况、教学保障情况、餐饮服务情况、安全管理情



况、人文关怀情况和师生反映情况等六个方面来做山东大学疫

情相关人员服务保障落实情况的工作汇报表，并单独发给历城

区的老师；根据区里推送的部分信息和给每个隔离人员打电话

问情况来统计做隔离人员的总表：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地址，末次接触时间，入住时间，预计解除隔离时

间，核酸检测情况和次数，新冠疫苗接种情况，既往病史和过

敏史，是否境外返济人员等，给隔离人员类型分类等；做出沃

德酒店和亚朵酒店的总名单和分名单；做出山东大学的隔离人

员名单和社会人员的名单等。这些是我需要做的常规的报表，

每天除了常规的报表外，还有其它新增的表。无论何时，我都

要保持 24 小时电话畅通，只要这 20 多个群里有区里推送的信

息，哪怕半夜几点钟，我都要立即出现在电脑旁边核实人员信

息做报表并在 VPN 系统中录入；还有半夜新入隔离人员，我

也要立即上报系统，做信息报表发到相应的群里，半夜歇息被

叫醒去做报表录系统已经是常事了，这些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我依旧任劳任怨，怀着饱满热情的心去做每件事。让我印

象深刻的是，5 月 5 日的半夜里，区里推送信息，我被隔离点

两位负责人打电话通知，我们三个人迅速到办公室核实群里推

送的信息，我一边核实系统中和群里推送信息，一边核实我做

出隔离人员信息表，然后打电话核实，信息表和系统中是正确

的信息，最后发现是重名的，还被重名的人狠狠骂了一顿，说

要投诉我们；相反的是，我们打电话核实系统信息的时候，隔



离人员信息表中正确信息的是我们的学生，我们表示很抱歉，

需要着急核实信息，学生表示理解，而且说老师辛苦了，麻烦

你们了，这一刻，心中是感动的，哪怕再苦再累，学生的一句

“辛苦老师了”就会让人温暖。最开始每天都只能睡两三个小

时，每天都坐在电脑旁边报表和关注群里信息随时准备报表，

三餐因为工作原因从来不及时吃，第三天我因为每天工作 20

多个小时，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规律和精神紧绷开始出现排卵

期出血，恶心、呕吐、腹泻，持续了一个星期才好，经常对着

电脑做报表时间太长，一站起来就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见，

持续一两分钟才能看清，后来也经常会出现腹泻，腹痛，反酸

和干呕的情况，即使不舒服，我也不会说，我不想耽误工作，

而且大家都不会报表，我也不想麻烦大家，只能我自己报表，

所以只要我还没完全倒下，我就还可以坚持工作，我都会认真

对待它，以一颗充满热情的心来对待它。有一次我实在不舒

服，一天腹泻多次，里急后重，反酸，呕吐，我就回去躺了一

会儿，我刚吃了药躺下，然后各街道派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来接

解除隔离的人员，我接着忍着疼痛去办公室查核酸结果是否已

出，确认解除隔离人员当天核酸结果为阴性，确定街道派车出

发和到达酒店时间，说明位置后便迅速准备各街道解除隔离人

员名单和解除隔离告知书，给他们打电话告知，并说明居家健

康监测注意事项。即使身体不舒服，我也没有懈怠，我也强忍

疼痛，认真完成了我需要做的工作，我没有给任何人添麻烦。



在采样时，我们的学生会很配合，往往轻轻敲一下门，他们就

会赶紧出来，会根据我的身高来调节自己的位置，每次我说

“不用，你们这样会太累了”的时候，他们会说“没事，老

师，我们不累，你们才最辛苦，是我们应该理解和配合你

们”，采样完毕后同学们会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有

的学生甚至会鞠躬感谢，我特别感动和开心，这次隔离点之

行，让我和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的学生特别好，他们

的行为让我觉得这一趟隔离点之行增进了我与同学们之间的距

离，也为以后能更好地服务学生打下了夯实的基础。无论在隔

离点多累多苦，我依然能保持初心，每次和学生们打交道的时

候，我都能做到换位思考，耐心为他们解释，为他们服务，为

他们解决问题。 

在隔离点酒店中，我最敬佩的是 57 岁的李西霞医生和 55

岁的展凤霞检验师。这两位老师是我们 10 个人中最年长的老

师。李西霞老师，在采样过程中多次出现身体不适，每次干完

活后李老师都会大口喘气来缓解不适；每天李老师都会抽出时

间来安抚特殊人群，会在同学们有身体不适时指导他们用药，

除此李老师还管着物资，很是辛苦。展凤霞老师，在采样过程

中，不输年轻人，干劲十足，有什么事都会冲在前面，从来不

喊累，除了给隔离人员采样，还做过环境采样，解除隔离人

员，也很辛苦。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 5 月 14 日师生们需

要双采双测的那天，两位老师和我在一层楼上，两位老师很快



采完了，然后两位老师帮我一起采了剩下的几个学生。我说：

“谢谢李老师和展老师，您们采得好快啊。”展老师说：“我

们俩年纪大了，采样也慢，怕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所以我们俩

早起了一个小时提前来采样，这样就跟大家采样完毕时间差不

多了。”那一刻，我眼睛里好像冒汗了似的，眼眶湿热的，两

位老师的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我们所有年轻人学习由衷地敬佩两

位老师。 

我们 10 个人就像个大家庭一样，每个人都不怕苦，不怕

累，除了李老师和展老师两位年长的老师让人敬佩外，其她老

师也让人很感动。张婷医生，我的同床室友，她采样特别快，

采完隔离人员后，她多次主动去采工作人员；虽然她有腰肌劳

损，有时候采样完毕后冷风会吹得腰疼，但是她在腰疼的情况

下，依旧干活特别快，没有因为腰疼而不干或少干，在隔离点

的师生群里为身体不适的学生解答疑惑并指导用药，认真做工

作总结。丁蕙欣护士，她采样熟练，采样后需要数采样管数，

在指定的群里报管数和人数，会做需要做的报表，乐于助人，

会在我做报表不懂的时候，会耐心地跟我说，会协助我，也解

除过隔离人员，不怕吃苦；韩曌煜医生，她采样也很快，做事

细腻，多次解除隔离人员和接待新收入的隔离人员，流程熟

练，认真做工作总结，不怕累，而且乐于助人，会在杨华英护

士身体不适时帮其采样；会在张婷医生，丁蕙欣护士和我比较

忙的时候为我们三个人数采样管，贴条形码，准备鼻咽拭子和



口咽拭子，放上需要的采样名单，特别让人感动。杨华英护士

除了采样以外，接待过新收入的隔离人员，身体不舒服时也坚

持采样过，待人温和。范娜娜护士除了采样外，接待过新收入

的隔离人员，会在杨华英护士身体不适时帮其采样。齐鲁医院

的怀宝莎和刘凤娟护士，两位老师除了采样外，解离过隔离人

员，面对问题时也会积极解决，会看着脱衣间的监控纠正大家

的错误，对酒店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每天或者隔一两天会召

集大家开会培训。 

5 月 16 日晚上接到山大师生明日一早在隔离点解除隔离

送回学校隔离，我立刻做出第二天解除隔离的 176 名师生的解

除隔离告知书，打印出这些人员名单，并赶紧做出相关报表和

每日山大师生工作汇报表上传群里和区里的老师，晚上大家商

量转运人员和车辆的分配情况，5 月 17 日的早晨，我们告知

每个学生该做哪辆车，给每位师生都准备了一次性手术衣，无

菌帽，N95 口罩和鞋套，嘱咐他们穿好，交代他们收拾好随身

物品，按顺序下楼，根据引导来找自己的车辆号。看着师生安

全上车，大巴缓缓驶离的时候，同学们在车里和我们挥手告

别，还有学生临上车前说“谢谢老师们”，我的内心是自豪

的，感动的。 

疫情是无情的，但是人是有情的，这次隔离点之行让我感

动。我在山东大学校医院工作 3 年多，从来没想到以这种形式

近距离地陪伴着同学们成长，见识到我们的同学们更可爱的一



面。这次隔离点之行，也让我们 10 个不同科室的人在近距离

相处中感情更牢固。五月的济南，百花齐放，我闻过了这花

香，便牢牢记住了这段时光。愿疫情早日消散，山河无恙，人

间皆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