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 月 5
日， 湖南圣维
尔医学检验所
PCR实验室，
工作人员在忙
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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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需要在生物安
全二级以上实验室中进行，荣
广天所在的PCR实验室符合
要求。 这里基本分为四区，一
区为试剂储存与准备区，二区
为样本制备区， 三区为扩增
区，四区是产物分析区。样本
经二区制备后再通过传递窗
拿到扩增区进行上机扩增。进
入实验室需要穿防护服，记者
只能在门外通过窗口观察工
作人员在里面操作。

下午3点，晚班工作人员周
鹏进入实验室接替荣广天的班
次。 周鹏从传递窗里拿到经过
专门渠道送来的装有咽拭子样
本的密封罐，将密封罐底部、传
递窗内部以及碰到密封罐后所
有的地方进行消毒， 再打开罐
子取出样本， 将其放入电热干

燥箱中， 在56摄氏度的温度下
进行30分钟灭活。“这是为了让
可能存在的病毒毒力减弱，减
少对人员、环境伤害。”

随后，周鹏拿出样本进入
二区里面的生物安全柜，对样
本进行核酸提取和制备，每一
步都显得小心翼翼。“在这里
也是离病毒最近，感染风险最
大的地方。”荣广天告诉记者。
完成后，周鹏再用加样枪对样
本进行核酸模板以及PCR反
应液的加样工作，这一步最关
键的是防止样本间交叉污染。
到此，最需集中精力的工作基
本完成。荣广天说，每到这一
步心里就松了一口气，“穿着
防护服会很闷、很热，行动也
说不上方便，有时我们动作会
放慢，但必须保证精准。”

3小时“断阴阳”，走近新冠病毒“捕手”
核酸检测实验室现场直播“捉毒记”：每天检测5000份，凌晨下班是常态

吃完午饭， 荣广天的工
作并没有结束， 他需要进入
第三区扩增区， 判断样本是
否含有新型冠状病毒。 他解
释，“核酸检测主要是通过实
时荧光PCR来检测新型冠状
病毒， 利用PCR过程大量扩
增目的片段， 并利用标记有
荧光的特异性探针检测大量
扩增的目的片段， 然后利用
获取的荧光信号来实时检测
PCR产物， 最终通过扩增曲
线判断检测结果。”

从样本检测到结果分
析，是一个完整流程，工作人
员轮流换岗，检测结果最快3
小时就能反馈到被检测人手
中。忙完这一班，时针已经指
到晚上8点，今天的工作可以
结束。“今天的数据很‘漂
亮’，没有一例阳性。”一扫疲
惫，他振奋起来。

最近，随着复工复产，圣
维尔医学检验所为三一重
工、格力空调、楚天科技、中
联重科、中国移动等500余家
企事业单位提供新冠核酸检
测服务。标本量上涨，荣广天
和团队优化工作流程， 快速
筛查分流， 找出潜在感染源
和风险。 实验室的日检测量
由之前的1000人份增加到
5000人份， 截至目前检验所
总收检量超过80000人份。

连续上了30余天班，记
者问他最难忘的是什么？他
回忆说，“第一次在一批样本
中检测出好几个阳性样本，
突然就很难过。”那下班想做
什么？“放空一下， 给爸妈报
个平安，然后睡觉！”

3月4日下午3点，荣广天迈着有点笨拙的步子从位
于长沙高新区的圣维尔医学检验所PCR实验室“标本
制备区”走出来。脱下防护服和护目镜等相关防护用品
后，他脸上是几道深深的压痕。不等记者上前询问，他笑
着摆摆手，“你等一下，我先吃点东西再聊。”他端起盒饭
狼吞虎咽吃起来。“太饿了，我现在中午要吃两盒饭。”

从早上8点开始，他已经连续工作了7个小时，中间
没有进食没有上厕所，和同事马不停蹄地检测了3000
份样本。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冲在一线和病毒周旋的白
衣天使， 那么这一群病毒最密切的接触者———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人员， 则是捕获疫魔
的幕后英雄。 ■记者 石芳宇

荣 广 天 正
在分析检测结
果。

记者 王珏 摄

大年初二就上岗培训

荣广天1990年出生，黑
龙江人，2016年从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长
沙高新区湖南圣维尔医学检
验所工作，目前是所里的高级
检验员。他所带领的检验班次
是一群年轻的90后。 今年春
节，对于他来说很特殊，没有
抢到回家的火车票，第一次一
个人在长沙过年。“坐火车来
回一共要4天， 如果年后回去
假期就不够了。” 对于家人有
些愧疚和遗憾，但是对于这次
疫情，他却担起了这个职业应
有的责任。

1月24日，除夕，以前热闹
的长沙城已经安静下来，独自
待在长沙的他打开电视，看到
新闻里疫情暴发的报道，心一
次又一次揪紧。他知道，遏制
疫情蔓延，对发热患者和密切
接触者及时准确检测，是防控
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久，检验
所就被湖南省卫健委列为首
批可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的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可
面向医疗机构及企业等开展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服务。

公司需要召集员工返岗投
入检测工作， 荣广天毫不犹豫
报名，“我随时可以来。”1月26
日早上8点不到，荣广天就急匆
匆赶到公司接受培训。“啪”，打
开灯，眼前熟悉的实验室，是新
的战场。 荣广天定了定神，“是
的，我要开始战斗了！这就是能
发挥我价值的地方。”

因为是临时紧急复工，只
有几个检测员能够到岗，检测
需求量大、 防护物资紧缺，荣
广天每天早上8点进入实验
室，到了凌晨才出来。出来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水，紧
接着是上厕所，再风卷残云般
吃完盒饭。这样的日子他坚持
了十几天。“这是离病毒最近
的地方之一， 工作风险大，但
每天任务完成后还是很有成
就感的。”他笑起来，声音中透
出自豪。

小心翼翼进行样本操作

每天检测5000份样本

“北边25床氧和不好，医生快
来准备抢救”，3月6日凌晨5点，长
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的负压隔
离病房里，90后男护士陈科文与
他的战友们正在紧张忙碌着。

给氧， 麻醉诱导，90秒插
管……考虑插管过程中患者口
鼻分泌物随时可能飞溅在医务
人员身上， 他把旁边的年轻同
事替换下来。 他说自己在重症
病房对于插管病人有更丰富的
经验， 这种感染风险高的操作
还是自己来才放心。

在医生熟练配合下， 这项
最危险的操作完成了， 确认患
者生命体征平稳后他才长舒了
一口气。 可传呼机却又传出紧
急呼救声；“患者突发意识模
糊， 医生快来抢救北面47床病
人”， 经过一个小时紧急处理，
47床阿姨慢慢转醒……

这就是长沙市第一医院隔
离病区重症病房护士陈科文日
常的工作。 作为最早进入隔离
病房中的医务工作者， 他将最
苦最累的活扛在肩上， 守护在
危险第一线。同时，他也是长沙
第一例确诊患者的管床护士，

在患者崩溃欲放弃时， 他鼓励
病人，约定共抗病魔。

抗疫一线， 领导及同事们
对这个90后男护士赞不绝口。
拥有血透资质、 超声探查资质
的他， 还是一名华西进修学成
归来的呼吸治疗师， 集多项技
能于一身的“全能战士”。在抢
救危重病人过程中， 他扎实的
的专业基础和出色的急救能力
也频频让同来一线战斗的湘雅
医护小伙伴们点赞。

罗阿姨是湖南首例治愈出
院病人， 也是陈科文作为主管
护士的首位出院病人。1月30日
出院这天，罗阿姨非常不舍“小
陈医生”， 坚持让他送下楼。这
是两人之间的约定： 只要她康
复，小陈医生就送她出院。

“好几次我昏迷失去意识，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小陈， 他们
实在是太辛苦了。” 罗阿姨说，
每次自己遭受病痛折磨得痛不
欲生时， 都是陈科文在身边安
慰她，鼓励她，“我们绝不放弃，
您更不能放弃， 要相信肯定会
康复痊愈的。等您出院，我一定
亲自送您。” ■记者 张洋银

连线

90后全能男护士陈科文：
他将我省首例治愈病人送出院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是新冠肺炎的主要确诊依据之一。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是怎样工作的？有哪些流
程？结果需要多久才能出炉？为什么会出现“假阴性”？近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探访了被省卫健委列为首批可开展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的第三方医学实验室———湖南圣维尔医学检验所，与这群离新冠病毒最近的人，一同揭秘新冠病毒检
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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