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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雄歌唱

□ 秋 实

万物之所以能够度过严寒，就是

因为它们有着春天的梦。你看那腊梅

花，就开放在飘飞的寒雪中，像一个

个高举起的酒杯，等待着人们凯旋。

什么也撼动不了我们战胜疫情的

信念！什么也挡不住春回中华大地的

脚步！

这个冬天，下过几场雪，飘飘洒洒的雪花落在
大地上。但疫情让大家无心欣赏这雪的美丽，因
为中华大地正遭受疼痛。

好在，人们知道，再寒冷的冬天也会过去，春
天依旧会如期而至。万物之所以能够度过严寒，
就是因为它们有着春天的梦。

在春天还没有来临之时，就有英雄的花儿迎
寒绽放了。你看那腊梅花，就开放在飘飞的寒雪
中，开放在冷冷的枝头上，像一个个高举起的酒
杯，等待着人们凯旋。

腊梅花给人的不仅是一种美丽，更是一种希
望，一种坚毅。很难想象，薄薄鲜嫩的花瓣，怎么
承受得住这恶劣的天气。你看，那些抗击疫情的
英雄们，不就是这朵朵勇敢的腊梅花吗？在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的紧要关头，他们义无反顾，走向
一线。

武汉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全国各地的
医护人员纷纷向武汉挺进。面对着疫情的威胁，
每一个医护人员没有畏缩，没有犹豫，挺起胸膛，
毅然决然，奔赴疫区。他们被称为“逆行者”，这就
是我们的英雄。

疫情面前，涌现出许多英雄，钟南山、李兰娟
……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你看，他们奋不顾
身抢救病人，日夜奋战在一线，与时间赛跑，与死
神较量，夺回了一个又一个生命。

他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使多少人、多少
个家庭团聚，回归幸福，回归平静的生活，而他
们却牺牲了自己和家人的团聚。看到那么多的人
染上了新冠肺炎，他们的心在痛。他们悲伤着逝
去的，抢救着感染的，喜悦着治愈的，但他们无
暇顾及自己的安危，为抗击疫情奉献着自己全部
的力量。

他们当中有的倒下了，留下的是许多重新站
起来的患者和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戴着口罩，
穿着防护服，人们没有看清他们的容貌，但他们
全副武装的身影却是那样温暖，让人们的心中有
了希望，有了信心，有了力量。这就是我们的
英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
就是这句名言的践行者。

可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也有人背道而驰，为
了自己的名利，去隐瞒事实，去捞取资本，去抬高
物价，去造谣生事。这与英雄们相比是何等的
渺小。

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英雄，临大道，而无
私；临大难，而无畏；临大义，而慷慨。他们书写志
愿书，申请奔赴一线；她们剪去长发，以便于奋战
昼夜。战斗在一线的英雄们，敢于担当，勇敢地保
护大众，这又是何等的高尚。

一线的英雄们，你们不是孤身在战斗，你们的
身后有各方的支持。你们看，那些防疫物资紧张
的省份宁可自己短缺，也要大力援助武汉。你们
看，那些广大的民营企业家们踊跃捐赠着钱和
物。你们看，那些普通而平凡的人们也不甘落后，
纷纷尽己所能。你们看，那些海外华人正忙着采
购防疫物资，急切地运回祖国。还有世界上那些
不同肤色的善良的人们正以各种形式给予我们支
持，大爱已汇聚成了浩瀚的海洋。

在全国各地，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们在各自的
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正是所有的人履行着责任，形成了合力，汇成了众
势，才无往而不胜。

坚强壁垒，何难而不可克？众志成城，何坚而
不能摧？

什么也撼动不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念！什么
也挡不住春回中华大地的脚步！霜雪一定会被热
情所消融，美丽而芬芳的花朵必定迎着春风
怒放！

当新型冠状病毒“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时候，
不只湖北的医护人员在战斗，还有全国各地和部
队的医护人员“不尽长江滚滚来”，驰援湖北，共战
瘟疫。

在这一线的队伍中，山东的英雄儿女把汗水
洒在长江之畔，把大爱留在湖北大地！

138名白衣战士不到30个小时，集结完毕，
向着武汉，出发！

驰援湖北，山东精英上阵。
泰山高昂起头颅，为山东儿女骄傲。
2020年1月24日16时，山东省卫健委下发

医疗队组派通知后，全省49家三级医院立即组织
人员遴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科护士张静静坚定地
请战：“我亲历禽流感、甲流疫情，有救治经验，又
是主管护师，应该首批去。”

“我有近10年菌阳病房工作经验，肺炎疫情
防控我责无旁贷！”

“作为共产党员，面对疫情必须冲锋在前，请
求加入医疗队！”

“请领导答应我的请求，把首批前往武汉这一
任务分配给我，保证完成任务！”

……
一位位医护人员，纷纷请缨，那么真诚、那么

坚定，感动得让人掉泪。
老人的嘱咐，丈夫的拥抱，妻子的泪眼，孩子

的依恋……
正值春节，过年的话还没来得及说，他们就舍

小家奔大义，慷慨出征。
1月25日晚8时许，济南遥墙机场候机大厅

内，首批138名医疗队队员列队集结，整装待发。
山东省委书记、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家义来到医疗队中
间，向医疗队总队长授旗。

刘家义深情地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本应是阖
家团圆的日子，但是面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广
大医务工作者怀着一颗大爱之心，积极响应党的
号召，主动踊跃报名，奋勇奔赴一线，不愧为白衣
天使，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生命重于泰山，疫
情就是命令。希望大家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科学防控、科学救治，同时
保重身体，完成好各项救援任务。

拳头举起，掌声响起，泪水流下……
山东是孔孟之乡，从古至今就是重情重义之

邦。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山东人彰显
深情厚谊，抢抓时间，支援湖北，齐鲁儿女演绎着
感天动地的故事。

1月28日，138人，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征！
1月31日，驰援湖北首批疫情防控应急检验

队，由4名疾控专家组成，迅速踏上征程。
2月 2日，121人，第三批医疗队奔赴湖北

一线。
2月 6日，35人援助湖北护理专业医疗队

启程。
2月7日，131人，第五批援鄂医疗队飞往
湖北……

黄河从山东入海，“母亲河”目
送着出征的儿女，盼凯旋早归！

在济南火车站一个角落里，济南
市第五人民医院护师滕海霞抹着眼
角的泪水。早上4点，她就悄悄起来
收拾行李，不想吵醒熟睡的儿子。

“妈妈，没能送您，我很难过
……”看着11岁儿子发来的微
信，泪水不由地涌出。

前些时候，她还答应孩子：
“等春天来了，妈妈带你去黄河
公园，看大河，看花……”

黄河滔滔，仿佛在说：“等
你回来，黄河公园里，最漂亮的

那朵花，就是为你开的……”
“我是黄河，黄河在牵挂着

儿女！”
“我是长江，长江在心疼着

子孙！”
在长江之畔，驰援湖北的齐

鲁儿女在奋战！
山东省立医院ICU护士长丁

敏，在忙着消毒。环境对于病人
和医护人员来说至关重要，新冠
肺炎病人的飞沫可能散布在各
个地方，严格消毒才能保护好
每一个人。她配好含氯消毒液，
喷洒和擦拭每一个角落。喷洒完
一遍，她再细细瞅瞅，看哪里还有
遗漏的。

“丁大姐，歇一会吧！”“不累！”
她想多干点，让年轻人多休息会儿。

她很朴实，话不多。偶尔与队友
聊聊天，她说：“今年我已经47岁了，
以我这个年龄完全可以不用来这里，
不用再做这些事情，但当我得知湖北
需要我们的时候，我第一个报了名，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做些善
事，老了才能无怨无悔。”她说得
淡淡的，像是说给自己听，可听
者很感动。是啊，人需要多做
些善事！

这些“白衣天使”，最可爱
的人，在不辱使命地辛劳着。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李成

龙，用手拍了拍累得酸痛的腰背，继续忙碌起来。
李成龙是首批驰援湖北的山东医疗队队员，

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工作，一位62岁的大爷是
他护理的第一个意识清醒的病人。生病后，需要
隔离，家人没法陪伴，他觉得很孤独，他也很害怕
自己的病，用茫然的眼神看着天花板。

“大爷，您别担心，会好起来的。不管吃饭、喝
水还是大小便，您老人家随时叫我。”听了李成龙
的话，老人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大爷，别哭，我在
这里，我陪伴您。”李成龙安慰着老人，他照顾老人
很细心，像照顾自己的亲人。

2月5日，11点24分，在手机视频中，李成龙
见到了亲人——他出生不久的儿子，接生的是山
一大二附院产一科负责人周岩，他向李成龙报喜：

“评分10分，哭得很响！”李成龙热泪盈眶。
在微信群里，同事送来温暖：“放心吧，嫂子有

我们照顾！”
李成龙，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送“将士”出征时的话响

在耳边：“1亿家乡人民始终是大家的坚强后盾，
相信大家同家乡人民一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就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家乡人民盼
望着大家平安凯旋。”

在黄冈，有个遗爱湖公园，湖水如镜，照见大
爱。何谓遗爱？苏东坡在《遗爱亭记》中写道：“去
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

山东医疗队队员们把汗水洒下，把大爱洒下。
“谢谢您，山东人！”在一张白纸上，患者李女士

写下这6个字，躺在病床上，两手拿着，与医护人员
合影。除了这张照片，她还写了一句话“感谢山东
医疗队队员的精心照顾，满满的爱！”一同发到微信
朋友圈。这一下，让山东医疗队队员、潍坊市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李赞武成了“网红”。

李女士接连高烧几天，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
疗下，病情好转，她与家人视频时说：“想吃水果。”
在管理这么严密的病区，家属要送水果得转送多
次，不方便。细心的李赞武记住了这个事。他从
自己的配餐中，把水果省了下来。

当李女士看到自己的床头放上了苹果、橘子，
她的眼角湿润了。她感动地对身边的医护人员
说：“你们都穿得非常严实，也认不出谁是谁，但我
觉得山东人都很好！”

李女士的微信广为传播，感动着黄冈市民。
志愿者邵建兵组织伙伴们到城郊采摘了300斤新
鲜的草莓，送到山东医疗队驻地。

山东，黄冈，相互关怀，遗爱满湖。
一线的医护人员是很劳累的。防护服里三层

外三层，穿一会儿就满脸是汗。手术服、N95口
罩、眼罩、鞋套、防护服，再加一层反渗透手术服
……这些衣物都是一次性的，穿戴后得上一个班
次，8个小时，中间不能脱下。

他们全副武装后，走一圈，里面一层衣服已经
湿了。小声说话听不到，主要靠“喊”。一个班次
下来，满身疲惫，嗓子嘶哑。

喜欢记日记的张伟，写下了感受——监护室
的病人病情都比较重，需要专门看护，重症组一共
60人，12名医师，48名护理。每班4个小时，1天
两个班，加上来回和穿脱防护服的时间一天差不
多工作12个小时。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
很多同事出现了消化道的不适，呕吐、腹泻，可能
是水土不服，也可能是精神压力所致，但到目前为
止，没有一个人因为身体原因请假，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都这样相互调侃：“我们大老远来是来帮忙
的，不是给湖北人民添乱的，我们倒下了可没有床
位给我们住，所以我们不能倒下!”简单的玩笑话，
也透露出大家不下火线的决心，在这里的每一个
人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但每一个人都流露出阳
光的一面。在这里，代表的不是自己，我们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叫山东医疗队。

张伟担任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救治中心重
症四组组长，他是山东省第一批驰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东营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管护

师。他在日记中写道：“每天我们上班都会路过
一个叫遗爱湖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是黄冈本地著
名的景点，当年苏东坡在这里写下了《遗爱亭
记》，也写下了著名的诗词《定风波》，我觉得他
的诗词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心境：莫听穿林打叶
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谁怕？”“谁怕！”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前行脚步，经历了那

么多苦难，从不畏艰难。
长江滚滚，黄河滔滔……江河声声，勇往直

前，奔流不息！
脚步从泰安市迈出，义无反顾，奔向湖北，岳茂

奎投入了与病毒的激战。他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有丰富的经验。

一位重症病人被紧急送到医疗中心，患者呼
吸急促、憋闷严重、不停咳嗽，异常不安和烦躁。

“尽量深吸气，慢呼气，让呼吸变得更慢一
点！”岳茂奎一边和护士给予患者高流量吸氧，一
边安慰鼓励着病人。

“你们不能在这里。”患者病情好转后突然对
岳茂奎说：“我这是传染病，很厉害的！”

大难如明镜，最能照善恶。患者的善心，叫岳
茂奎很感动。

既然选择了此时逆行而来，就早已把感染甚
至生死置之度外。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山东驰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重温了入党誓言。誓言在心中回
响，责任与使命扛在肩上，这个冬天，岳茂奎和队
友们注定要负重前行！

泰安市中心医院呼吸重症科护士长韩卫华，
见“疫”勇为。她积极报名，成为第二批援鄂医疗
队队员。她的一头秀发已留了7年，长发披肩，非
常秀美。

韩卫华被确定为医疗队成员后，觉得头发过
长不利于隔离，不方便穿脱防护服，她毫不犹豫地
找了理发师，剪去长发。理完发，她站起身，双手
捧着剪下的长发，不禁眼圈发红……一头短发，像
换了个人，英姿飒爽，奔赴前线。

为大情割小爱，舍小我取大义，中华儿女多
壮志！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各尽其能，和衷共
济，就能集聚成磅礴之力，就可战无不胜！

泰山巍巍，长江滚滚，黄河滔滔……中国必
胜，天下安宁！

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岳茂奎在给患者
鼓劲。

（资料图片）

患者李女士与潍坊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管护师李赞武（右一）合影。 （资料图片）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支援湖北抗疫国家医疗队
中的党员在出发前重温入党誓词。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