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8日是传统节日元宵节，但是有这
样一群人，却无法与家人团聚，依然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让我
们向这些健康“守卫者”致敬。

疫情防控的“把关人”

2月8日晚9点半，记者拨通了武汉市
硚口区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朱碧涛
医生的手机，他刚刚下班。从2月7日晚夜
班到2月8日一整天，朱碧涛已经在工作岗
位上坚守了36个小时。他却说“这是家常
便饭”。

“最长的时候，连续工作60多个小时才
下班。领导说我不能天天待在这儿，要注意
休息，今天强行让我回家。”朱碧涛说。

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负责人，朱
碧涛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钉”在电脑前，盯
住各社区报来的信息。卫生服务中心跟每
一个社区建立了微信群，从1月24日开始，
每天陆续有社区上报发热患者信息。这些
信息常常是一句话、一个图片、一段语音，朱
碧涛需要迅速整理归纳筛选，全面掌握12
个社区的发热居民动态，在发热门诊医疗资
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筛选出符合发热门诊
条件的患者，及时转诊到定点医疗机构。在
他的眼里，一个个患者的文件夹，承载着救
治生命的重任，资料整理得更直观，专家组
就能花更少时间做出精准判断，更多生命就
能得到及时救治。

工作中，朱碧涛还会接到居民的各类咨
询电话。

“现在我们收到的新增发热患者病例数
量呈下降趋势，但病毒具有较强传染性，很
多居民反复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几乎
是全天没停过。”朱碧涛说。

除了整理资料，朱碧涛也是社区一线的
“多面手”。由于社区人员人手紧张，门诊就
诊、转运病人、甚至取样，朱碧涛都参与其中。

自从投入到抗击疫情工作后，朱碧涛就
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父母家，每天通过视频
联系。“我每天处在人员高度密集场所，面临
一定的风险。我不敢见家人，这个元宵节，
也无法跟家人吃团圆饭了。”

虽然工作压力比较大，但朱碧涛和同事
之间也在相互鼓励。朱碧涛说：“我们给自
己设立一个美好愿望，就是打赢这场战役
后，好好吃一顿，好好放松一下。”

被隔离仍坚守岗位的护士长

同一天，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胃肠外
I科护士长刘樱也在工作岗位上，这是她连
续待在医院的第35天。元宵节她也在医
院里度过。

“从农历腊月二十八开始我们就决定
都不回家了，我们没有倒下的权利，武汉人
民需要我们，我的内心被从未有过的强烈

使命感注满。”刘樱说。
刘樱说，自己原本应该和护理姐妹们并

肩奋战在一线，但是由于CT照出肺部有点
问题，她被要求隔离了，只能通过电话办公，
通过电话确定战友们是否安好。“她们的安
好让我信心倍增！等这疫情退却，我们定会
给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刘樱说。

“长时间连续工作导致很多同事都相继
病倒，人力变得更加紧张。我们有过密切接
触史，没有确诊、没有任何症状的同事，仍坚

持照常工作就地隔离。”刘樱说。
在工作日记中，刘樱这样写道：
今年的春节注定终生难忘。同事们就

是家人，我们驻守在医院相互慰藉。在除夕
合家团圆的日子里，为了让父母至亲放心，
我开车回了趟家，在单元门楼下隔着车窗让
他们看看我一切安好，逗留不到5分钟就匆
匆回院。

返院的路上，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
流。有被外派出省的同事，申请返回要和我
们奋战在一起的同胞情谊；有社会各界好心
人，为我们筹集物资冒着被感染的风险送达
科室的关爱之情；有热心市民为我们送来爱
心蔬菜的血肉亲情；有我们的姐妹们坚韧不
拔、义无反顾的敬业精神，让我的内心充满
感动，每天被亲朋好友的各种问候填满，虽
然我无暇顾及但是内心充满温暖。

刘樱说，封闭的是城池，封不住武汉人
民决胜的信念。武汉的明天会好起来，等疫
情过去，我们再一起补过这个缺位的元宵
节，好好团聚一下。

没有采访到的居委会主任

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采访。
记者约好采访的对象叫喻志玲，是武汉

开发区军山街川江池社区居委会主任。2
月8日下午联系喻志玲时，她正忙着为社区
分发捐赠的蔬菜，希望记者晚一点再联系。

待晚上再次联系喻主任时，她在微信中
告诉记者，和同事一起发完蔬菜，已经晚上
6点多了，回到居委会吃了个盒饭，7点多突
然接到社区居民求助电话，有居民吃东西噎
到了，情况比较危急。赶到居民楼下，发现
是一个重症病人，本身中风行动不便，又呼
吸困难，已经输上氧气了。情急之下，自己
也顾不上许多，和家属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将病人弄下楼，用网约车送去医院。

当晚11点半，喻主任发短信告诉记者，
病人已经得到安置，自己刚刚回到家。不过
她的心此刻依旧难安，病人送去医院，不知
道现在怎么样了，想到家属焦急的心情，自
己的心也难以放下。

喻志玲在电话里说：“我真的没什么好
写的，每天都是安置发热病人、忙于居民生
活供给、应对突发状况，我们每一个基层工
作人员都是拿命在搏，但在严峻的疫情面
前，大家都觉得义不容辞。希望疫情早点过
去，还我们一个春暖花开的盛世中国。”

这个元宵佳节，月圆人不圆，不圆为团
圆。让我们向这些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工
作者致敬！

致敬,战斗在抗“疫”一线的普通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2月9日下午，第五批江苏驰援湖北医
疗队958人集结出征。江苏省委书记娄勤
俭向医疗队深情寄语：“我们8000万江苏人
民等着你们，等着迎接出征的勇士全部平安
凯旋！我们是保障者，我们是同行军，我们
一路同行！”

截至2月9日，江苏已累计派出五批共
1438名医务工作者奔赴湖北，支援当地疫
情防控工作。

去治愈，去帮助，去安慰

2020年1月25日，冬日的寒风中，南京
南站的站台充满着温情与惜别，有夫妻话
别，有送别儿女……他们都是家中宝，这一
次去了不能预知归期。

2月5日，身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东南
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潘纯在日记中写道：“……一位50多岁的男
性患者断断续续地问我，‘我的病还能不能
好，我家里还有个90岁的老母亲。’我握着
他的手，与一起查房的程医生和宋医生安慰
他，‘相信我们，也相信你自己，你一定能
好……’”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急诊医学
科护士朱平是江苏省第一批驰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在武汉的十多天里，朱平一直在
ICU病房。朱平说：“所有医护人员都要穿
防护服，带N95口罩、护目镜、护目屏等，工
作几个小时后浑身都湿透了，脸上的压痕又
痛又痒。然而，想到正在饱受疾病的摧残，
忍受生命威胁的恐惧病患，我们丝毫不敢松
懈，不敢疲惫。”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美国医生特鲁多的这句话，见证着

“白衣战士”们的日常工作。

装满亲人的祝福

1月28日清晨，陈叶拎着行囊出门时，
6岁的儿子还在睡梦中。“2003年非典，我
还是个实习小护士，现在已是一名有着16
年工作经验、具有江苏省重症专科护士培训
经历的主管护师，这个时候，我必须冲在前
面。”前一晚，儿子还吵着要跟妈妈去武汉，

“现在，只有医生和护士才能去武汉……”听
完陈叶的解释，儿子画了一幅《打病毒》的画
送给妈妈。出门前，陈叶悄悄把画放进了自
己的行李箱。

“现在我宣布，常州市援助湖北医疗队
正式出征！”1月28日上午8点，随着常州市
代市长陈金虎一声令下，常州首批援助湖北
医疗队共29名医护人员从常州疾控中心出
发，奔赴武汉。这29名医护人员包括9名医
生、20名护士，分别来自常州5家医院的精
兵强将，涵盖呼吸、感染性疾病、重症医学科
等专科，他们大部分是“80后”“90后”，年龄
最大的52岁，最小的22岁。与陈叶一样，他
们的行囊都装满了亲人沉甸甸的祝福。

战斗的日子苦与乐

“古代瘟疫流行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
同一种食品。”“是什么？”“大饼。”“大饼可以
抗病毒吗？”“不，是比较方便从门缝里塞
进去。”

“现在有了塑封，每顿饭的两荤一素一
个汤一个水果也能从门缝里塞进来了，我们
比古人幸福多了。”

这不是段子，这是无锡医疗队在武汉的
生活日常。

在武汉战斗的日子里，队长吴小龙的字
典里没有“空闲”两字，他告诉记者，现在病
人收治得越来越多，重症病人越来越多，防
控压力也越来越大。在他的培训指导下，已
有两家医院的工作“提档升级”，队员的防护
工作也规范到位，“我的目标是，一定要把我
们无锡所有队员保护好，把他们安全地带出
来再带回家”。

1月25日是队员程浩然30岁生日。在
队友眼里，这个“90后”男护士是一个温暖、
开朗的阳光大男孩。当晚，大家买了生日蛋
糕，一起为他唱生日歌，小伙子感动得掉
泪了。

病毒无情人有情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负重
前行。距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第一批赶
赴武汉支援的天使出征，已是第12天。刘

辉、王凤凤、杨秋悦被分配在江夏区第一人
民医院，秦艳萍则在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
工作。

秦艳萍支援的第7天，中午一位患者翻
身大便时呼吸机出现报警，她第一时间想到
可能是呼吸机管路漏气了。经过重症5C培
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的秦艳萍，很快找到故障
原因并解决，得到值班医生的赞许。

在重症隔离病房工作的杨秋悦，接触的
都是确诊新冠肺炎病人，有轻症患者也有重
症患者。她说：“这段日子有辛酸也有感动，
纵使层层防护服、口罩、手套闷得透不过气，
但听到他们说感谢江苏医疗队支援，看到他
们很多人都怀着要积极生活下去的决心，都
让我非常感动。”

“最开心的就是每天都有治愈的病人出
院，一点点向胜利靠近。有一位患者康复
了，为感谢我们从江苏过来支援，非要和我
们拍照留念。”刘辉说。

“以前总烦三基考试频繁又严格，面对
疫情，强烈感受到打牢基础的重要性，因为
抗疫之战就是赛跑，没有过硬的本领跑不赢
病毒，救不了命。”王凤凤说：“在这里深深地
感受到了职业的使命，存在的价值。”

江苏南京溧水驰援湖北的“白衣战士”刘辉、王凤凤、杨秋悦、秦艳萍在病房。

（资料照片）

英雄“逆行”最美丽
——江苏省驰援湖北医疗队纪实

本报记者 薛海燕

“我们回家过元宵节了！”李芳鸿
（化名）抱着2岁小儿子强强离开隔离
病区时，母子俩都开心地笑了。

此前李芳鸿一家6口5人被确诊
新冠肺炎，2岁幼子交由28名爱心护
士照顾。2月8日，她与其他2名患者
一起康复出院。

从1月29日晚强强被接到医院，
到2月8日强强妈妈带着强强出院，
短短10天里，强强已经与他的28位

“护士妈妈”有了深厚感情。得知孩子
即将回家，细心的“护士妈妈”王芳还
特意买好奶粉。正值元宵节，医院也
特地为他们准备了暖心汤圆、防感凉
茶和防疫香囊。

2岁娃与28个“妈妈”的10个日
夜是如何度过的？

1月29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获悉，一家6口5人相继确诊新冠肺
炎进了隔离病房，家中剩下2岁的男
孩强强，也发烧了。“只有一个孩子在
外面，当妈的谁能受得了？”该院护理
部主任汤莉征集志愿者照顾强强。仅
半个小时，就有28名女护士报名，她
们不单要做宝贝的护士，还要当宝贝
的“妈”。大家亲切地建了一个群，名
字叫“天使的爱，我们的小可爱”。

“强强带玩具了吗？我家好多男
孩的玩具，明天我顺便带过来。你问
问他喜欢什么？”该院关节骨科护士长
卢芳连在群里问第一个看护强强的护
士纪文珍。

“要汽车。”纪文珍对大家说，“小
朋友没安全感，给点安全感，让他感觉
到了，他就会很黏人。”才相处一个小
时，纪文珍就和强强打成了一片，两人
开心地玩着自拍。随后，卢芳连给强
强带来了汽车、恐龙和玩具枪，那天的
阳光很好，强强坐在病床上，无忧无虑
地玩着。

“大家记得哦，穿防护服前少喝
水！”每天，护士妈妈们都在群里相互提醒着照看孩子时应该注
意的事项，不停沟通着强强的身体状况，以及看护强强时遇到的
难题。为了解决在长时间照看中上厕所的难题，护士妈妈们都
穿上了纸尿裤。大家还会把自己值班照顾期间，孩子饮食、大便
情况、精神状态都一一记录下来，方便下一班的护士了解情况。

1月31日，来到医院的第三天，强强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呈阴性，与家人已有14天的接触史，经专
家评定，基本可以确定没有被感染。得知这个消息，群里的护士
妈妈们都开心地叫了起来。

护士妈妈们还在负压病房内外当起了“通讯员”，帮助强强
和隔离病房的爸爸妈妈视频。“球球上午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没
有拉稀便？”“刚才球球用手机看电视，刚哄睡他。”……护士们和
爸爸妈妈一样，都叫强强的小名“球球”。

“接到院里呼吁大家照顾这孩子的时候，出于女性的母爱，
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后来护士长对我说孩子可能有被感染的
风险，确定要去吗？当时我也没多想，相信防护措施做到位了，
就不会有问题。”产科护士莫艳琼说。

“当我得知小朋友有病毒感染风险且没有家人照顾的时候，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一个母亲，我无论如何不能袖手旁观，就立
即报了名。我相信有我们的爱和大家的关心，小朋友不会因为
暂时缺少家人的陪伴而焦虑不安，也让正在接受治疗的小朋友
的家人充满战胜疾病的信心。”卢芳连说。

强强要回家了，他和“28个妈妈”在医院门诊楼前拍了大合
照。临别之时，强强不断回头跟28个“护士妈妈”们挥手告别，
希望能记住她们的笑脸，记住这些照顾了自己10个日夜的白衣
天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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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他们平凡如你我，一个医疗护理、一个行车指挥，都
是普普通通的一线工作者；生活里，他们柴米油盐茶，是同在一
个屋檐下的恩爱夫妻；疫情来临，他们在不同的战场上诠释着

“别样爱情”。
“开放信号，执行。”在武汉武昌车站乌龙泉站，干练的刘永

辉正有条不紊地向关联各方下达联控命令。作为一名车站值班
员，他的工作是根据列车运行图、施工计划，与列车调度员、信号
员、司机等进行联控，确保列车运行有序。

“有的同事因为交通原因无法来值班，又要保证铁路运输安
全，我必须上！”刘永辉说，他所在的乌龙泉站是京广线上的一个
中间站，连日来车站途经客货列车多达283趟。因交通管制等
原因部分职工无法值班，这也成了车站面临的严峻考验。刘永
辉主动要求到车站值守，15天他一直坚守在车站。

刘永辉还深深牵挂着妻子。他妻子郭丽是武汉市江夏区第
一人民医院护士，该院也是武汉市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定点救
治医疗机构之一。自疫情发生以来，郭丽从其他科室火速调派
至该院住院部，防护服、面屏、口罩……在经过严格防护隔离操
作后，才能进入隔离病房投入到医护重点病人的战“疫”前线。

“我们是穿着‘尿不湿’和疫情赛跑。”郭丽介绍，为了减少出
入病房次数，降低感染概率，大家都是尽量少喝水，而且穿上尿
不湿，初期的筹备阶段就像一场攻坚战，家人都非常理解和支
持，现在慢慢适应了这种“战役”的节奏。当刘永辉隔着手机屏
幕担心的问候时，郭丽含着眼泪笑了：“咱们这份使命很光荣，我
觉得自己的职业很有价值。”

“有她在，我心安，我们没有什么感人事迹，就是踏实做好本
职工作，齐心上阵和疫情战斗到底。”刘永辉说，在这些特殊的日
子里，他们隔空喊话、通过手机互相叮嘱，互相鼓励。这样“两点
一线”的战“疫”，这种“白+黑”已是常态。这是一种浪漫，是战

“疫”路上的相互陪伴；这也是一种牵挂，是工作之余互道的一声
平安。

战“疫”中的

别样爱情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陈 浩

上图 处在工作状
态的刘樱。

（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宣传部供图）

左图 朱碧涛在接
诊患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