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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1月29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是我们来武汉支援的

第三天，天气很不错。一大早就
有志愿者开车来接我们到院区
工作，非常感谢他们。7点 20分
到医院后，开始和值夜班的医
务人员交接，做好准备工作、穿
好防护服等。进入隔离病区已
是8点。

我的工作地点是武汉金银
潭医院南 6 楼病区的重症监护
室，主要工作是为患者进行连
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这
里的患者病情都比较重，我们
全力以赴救治的同时，也安抚
患者的情绪。令我感到欣慰的
是，经过救治，越来越多患者的
病情和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我
坚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没有
战胜不了的困难。

下午6点，我完成了今天的
值班任务。脱下厚厚的防护服，
走出隔离病区的时候，突然想
起来今天是自己 30 岁的生日。
今天妈妈一定很想我吧？得知
我报名来武汉时，她是那么担

心、焦灼不安，甚至拉着我的手
哭了。妈妈，您知道吗？我就是
为了我们能长长久久、平平安
安地呆在一起，为了更多短暂
分离的亲人能够相聚而非来不
可啊。

走在院区里，我在心中默默
许下生日愿望：愿疫情早日结
束，愿所有的患者都能康复，愿
所有医务人员都能平安回家。

在异地他乡，为抗击疫情
一同努力的你们是我的亲人，
所有为了活下去而不懈抗争的
病人，那眼里燃烧着的求生火
苗都是蜡烛，所有经过我护理
慢慢好转的病人都是对我最好
的祝福，感恩你们，感恩此行，
这是我最特别的一个生日。

今天还得到一个消息，政
府为了方便我们，安排了专车
接送我们去医院上班。

窗外阳光明媚，嗯，阴雨绵
绵的日子终会过去。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液
净化中心主管护士 侯亦平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我在武汉许下生日愿望

1月28日 星期二 晴
除夕，值完班，我疲惫地回

到家。虽然是一个人的除夕，我
也很有仪式感地庆祝了一番。打
开微信朋友圈，满屏都是晒幸
福、晒团圆，心里不禁有些怅然。
疫情爆发，作为一名有着15年党
龄的党员和有着15年工作经验
的护理人员，作为医院的急救队
员，我有何种理由在这种特殊时
期不冲锋在前？！为了没有后顾
之忧，我早早把家人送回了老
家。

当晚8点多钟，我收到了去
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长
沙市第一医院北院）报到的通
知，便简单收拾了行李，电话向
家人告别。电话那头，长辈反复
叮嘱我注意安全。放下电话，我
潸然泪下。

初一早晨，我来到了长沙
市第一医院北院，简单了解一
下工作流程之后，就投入到了
病房的工作。在这里，我们自称

“战士”。因为，我们只要穿上这
套隔离衣物，就没有了恐惧，只
有向前冲的勇气。

在病房里，我们要严密观
察患者的病情，完成各项治疗
护理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还
要给予患者及时的心理疏导，
树立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为了顺利完成本班的工
作，不耽误工作，不造成资源浪
费，我们不敢多喝一口水。实在
没有办法，我们就穿上成人纸
尿裤。下了班，脱下隔离衣物，
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就
连说话的力气都耗尽了。

领导很关心我们，不断强
调我们的防护工作，还要求我
们每天监测自己的体温变化。
从食品到药品，都给我们配备
齐全，时时为我们加油鼓劲。

最欣慰的是，今天，儿子给
我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儿
子第一次称我是“英雄妈妈”。
其实，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英
雄妈妈”还有很多很多。她们淡
定而从容，临危受命，舍小家为
大家。我们为自己点赞！

长沙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二病室主管护师 颜华丽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儿子第一次称我是“英雄妈妈”

“能到一线战斗，
此生无憾”

湖南日报记者 肖霄

1月29日，邵阳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到
达湖北黄冈市第一天。一上午紧张的培训
结束后，大家开始为进驻医院做准备。

医疗队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疗
小组组长陈文峰趁着下午的空暇，前往
超市购买物资。“这次能到湖北抗疫一线
战斗，实现我多年的夙愿，此生无憾。”陈
文峰说。

1998年从南华大学毕业后，陈文峰
就职于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后改名为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科。2003
年，“非典”爆发，陈文峰很想去一线，但
最终没有去成。“我当时从业没几年，临
床经验不足，况且学的是临床医疗，专业
也不对口。”陈文峰至今感到遗憾。

“以后再出现大规模疫情怎么办？我
能做些什么？”2004年春，陈文峰来到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进修学习传染病学一
年。后来发生甲型 H1N1 流感、H7N9 禽
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病疫情，陈文峰都
冲锋在前，战斗在一线。

令陈文峰难忘的是 2014 年爆发的
霍乱。当年邵阳有两例确诊病例，一例活
了下来。而这位幸存的患者，正是陈文峰
收治的。“很庆幸当初进修的决定，我才
能在这种重大疫情面前有底气，从死神
手中抢回一条命。”陈文峰感慨。

1 月 27 日，得知邵阳市在组建支援
湖北医疗队，陈文峰第一个报名。“这次
疫情跟当年的非典很像，我就是为此才
学的传染病学，无论如何我都要去！”陈
文峰在电话里向医院领导多次表决心。
当晚，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援湖北名
单确定，看到自己的名字，陈文峰开心
地笑了。

陈文峰说，这次去湖北得到了家人
支持。得知儿子要前往湖北救援，陈文
峰的父亲很激动：“你放心去，你是共产
党员，国家有难，你不冲在前，谁冲在
前？”妻子唐娴是医院皮肤科护士长，她
对陈文峰说：“我们都是医务工作者，我
懂你！”

进驻医院的时间还没有确定，陈文
峰心里有点急：“不知道前线是什么样
子，希望可以早点去，这样就能帮医院多
分担一些。”

1月28日 星期二 晴
除夕的中午，跟未婚妻提

前吃了年夜饭。我去上晚班，她
在家准备上夜班。大年初一，我
接到了院里抗疫的命令，把家
搬到了医院，住在了科室。

今天是第五天了，她发来
微信：“一定保护好自己，我在
家等你。”我回复了一个笑脸，
穿好防护服，再次走进了传染
科的隔离病房。

6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
被不透气的防护服裹得透不过
气来。今天运气还好，穿的大号
纸尿裤没用上。

一下班，就看到了老温（母
亲）的“夺命连环”call，赶紧回
过去视频。

“妈，上班呢，没带手机，啥事？”
“没啥事，就是问问你吃了

没。”
这么多电话这么多微信，

就问我吃了没。这是不是普天
下母亲的“通病”啊？！

“你的脸怎么一条一条的
印子啊？”

“没事。我可能胖了，戴口
罩戴的。”

老妈当然不知道N95口罩
和护目镜的威力吧！老妈至今
都不知道我在一线照护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整整3
年没回家过年了，不孝子想你
们了。

我在一线阻断病毒，但阻
断不了对你们的爱和思念。夜
深了，枕头也湿了……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神经
外科 赵晓勇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阻断病毒，阻不断爱和思念

“感受到家的温暖”
湖南日报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唐兰荣

1 月 29 日，衡阳高铁站附近一家小
客栈——新缘客栈，出现在衡阳市珠晖
区疫源地人员定点服务场所名单上，很
快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我们在这里住了四五天，和老板一
家像亲人一样。当地政府对我们也十分
关照，虽然现在是隔离观察，却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住在新缘客栈的湖北籍旅客
李先生说。

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深夜，新缘
客栈老板刘增友接待了 16 名旅客。“他
们一共是3个家庭，年龄最大的65岁，最
小的还不到10岁，说是从桂林游玩回家
途中滞留在衡阳。”刘增友回忆，由于当
晚下雨很冷，就为旅客办理了入住手续。

在以后的相处中，刘增友得知这
一行人均来自武汉，便立即向所在的
衡州路街道及社区报告情况，并关上
客栈大门，耐心向旅客做好留守客栈
的解释工作。

武汉旅客觉得自己没有病状，不
理解为什么要隔离观察，急着要赶回
家过年。

“还是刘增友夫妻最先站出来，他们
因为密切接触过武汉旅客，也是隔离观
察的对象。他们不仅没有抱怨，还表示愿
意隔离观察，并主动让出自己的客栈作
为隔离观察点。”衡州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雷宇深受感动。

此后几天，雷宇都会安排医护人员
上门为大家测量体温，并指派专人按照
刘增友发来的物资清单，前往超市代购
洗发水、纸巾、消毒液、食品等生活用品。

“我和爱人开玩笑，我 20 年没下厨
房了，现在要给这么多人做饭吃，成了

‘伙头司令’！”刘增友说，为消除16名武
汉旅客的抵触情绪，他们夫妻主动照料
大家的日常伙食，每天变着花样搭配菜
单，早餐喝粥、吃包子，午餐有鱼、肉，荤
素搭配。

这两天，衡阳天气转晴，阳光明媚。
刘增友和妻子又带着武汉旅客，在客栈
院子里晒太阳、打羽毛球，傍晚还拿出音
响，让老年人跳一段广场舞。大家其乐融
融，仿佛一家人。

现在，新缘客栈的16名武汉旅客安
心接受隔离观察。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焦海禄）“黄冈版‘小汤山医
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已启用，
医疗队副领队、临时党委副书记朱华波
今晚带领 50 多位队员，在接收转院而
来的患者。我队暂负责一层楼（两个病
区），100张床规模。”1月29日晚，记者
连线湖南援鄂医疗队队长高纪平，他向
记者这样介绍。

“今天上午，我们已经提前到大别
山区域医疗中心对接和熟悉环境。未
来，我们的队员将主要在这个医院工
作，原来支援的黄冈市惠民医院和龙王
山医院，仍然会留几个队员进行指导。”
高纪平介绍，当天下午，湖南援鄂医疗
队还派出了一组队员乘车前往黄州区
光荣福利院救治点支援。

据悉，1月28日晚，湖南省派出的第二

批援鄂医疗队137名队员已经抵达黄冈，
经过培训后将全面投入到救治工作中。

截至 1 月 28 日 24 时，湖北省累计
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3554 例，其中黄冈市 324 例。据悉，大
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原是黄冈市中心医
院的新院区，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被紧
急征用，改造成 1000 多张床位的疫情
隔离点，接收确诊病人和危重症病人。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疫情严峻，我省“白衣”再出征，紧
急驰援湖北！

1月 28日晚 7点，我省第二批援助
湖北医疗队的 137 名医护人员登上了
前往武汉的高铁。

137 人当中，医生 42 人，护理人员
95人。年龄最大的是医疗队领队、湖南
医药学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李峰，最年
轻的只有 20 岁，是来自隆回县人民医
院的护士陈琳琳。医疗队有34名党员。
在候车的站台，14 名医护人员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这批医护人员分别来自怀化市 10

家二、三级医院和邵阳市 8 家三级医
院，其中具有高级职称22人，中级职称
88 人，他们大多是医院相关学科带头
人或临床骨干。从动员、请战、集合到
位，大家仅用了1天半的时间。

“我们是昨天清早知道要组建团队
去支援湖北的，虽然知道去湖北很危
险，但从医的使命感，让我们都毫不犹
豫，报名的医生护士有近百人，然后择
优挑选的。”来自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的医生何烈人告诉记者，得知自己要

去支援湖北，她的丈夫和女儿既支持又
担心，“我的丈夫也是医务工作者，他很
理解我，也鼓励我要打赢这场战役。”

“17 年前的非典，我是跟着前辈学
习如何和疫情斗战。17年后的今天，我
要上阵来‘杀敌’了。”怀化市中医院医
生邹宇航告诉记者，既然自己选择了医
生这个职业，在疫情面前，就必须冲锋
陷阵，“疫情不结束，我们不撤兵。”

今年49岁的唐忠礼是邵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他告诉记者，此
次驰援湖北，全院 1300 多名职工有
470 多人报名，最后有 12 人入选。唐忠
礼表示，不管情况有多复杂，但办法总
比困难多，“疫情不控制，我们不回来，
不管多长时间!”

我省“白衣”再出征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李胜财 刘超）“预计还有20分
钟左右，就到村了……”1月 27日 15时
18分许，一名刚驶出桃益高速出口的司
机，向桃江县牛田镇三塘湾村联络员汇
报情况。20多分钟后，他和妻子在三塘
湾村卫生室接受体温检测，返回家中隔
离观察。这名刚从湖北黄石运送防疫救
援物资归来的人，就是回村休假的德邦

物流公司员工谢超锋。
“北京空运一批救援物资到长沙，

需要运送到湖北黄石市中心医院，招募
司机。”1 月 25 日，农历正月初一晚，正
在家乡休假的谢超锋和妻子在公司内
部微信群看到这条信息，没有多加思
考，就直接回复“自愿请战，支援湖北”。

“我不同意！”得知儿子儿媳要赴湖
北黄石送货，谢超锋的母亲坚决反对。面

对母亲的担忧，谢超锋安慰道：“妈，我是
一名党员，关键时刻要带头。我会多加防
护，不会有事的。”说服母亲后，1月26日
6时，谢超锋夫妇没有叫醒熟睡中的孩
子，开车直奔长沙黄花机场，接到救援物
资后驾驶公司货车直奔黄石，将手套、口
罩等救援物资安全送达目的地。送完货
返回长沙后，夫妻俩开自己的私家车回
到桃江，主动进行自我隔离观察。

“前往湖北，你们不怕吗？”记者问。
谢超锋坚定地回答：“我是抗击非典那年
入的党，今年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一定
不能缺席。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自愿运送救援物资
归来主动居家隔离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林俊 陈为）因为疫情防控
需要，武汉机场已经关闭，众多海外华人
募集的防疫物资如何快速运到武汉？高
铁高速皆可直达、离武汉最近的省会城
市长沙成为最佳“转运基地”。今早6时
10分，长沙机场口岸第四批境外捐赠物

资运抵。这批来自美国的医用口罩、护目
镜、防护服、手套等，由湖北省慈善总会
定向捐赠给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当天
12时30分左右运抵武汉，驰援抗疫。

据介绍，今早抵达长沙的这批境外
防疫物资，包括 32161 个医用口罩、
1066 个医用护目镜、3369 件医用防护

服和340双手套，都是目前疫区最急需
的物资，总价值434936元人民币，总重
量 1.024 吨。长沙黄花机场海关严格按
照“特事特办、从快从简，第一时间通关
放行”的要求，为防疫捐赠物资开辟绿
色通道，确保“零等待”，在最短时间内
为物资办理完毕通关手续。长沙海关综
合业务科副科长文成介绍，防疫物资在
国外组织好之后，全程都会有志愿者协
助完成，航空公司、货运代理公司、机
场、干线物流等很多环节是免费公益支
持，为抗击疫情提供后盾力量。

海外防疫物资
长沙入境驰援武汉

湖南日报 1月 29 日讯（记者 陈
薇）今天，记者从湖南省红十字会获悉，
截至 1 月 29 日 17 时，全省红十字会系
统共接收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捐赠
抗击疫情款物 1328.07万元，社会捐赠
持续增加中。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总

体部署，省红十字会积极参与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接
受社会捐赠。全省各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积极响应，纷纷打来电话，表示
愿意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支持，捐赠
款物。

据了解，省红十字会接受的社会捐
赠款物都将用于疫情防控。有明确意向

的，省红十字会根据捐赠方意愿，将款
物送达指定地点。没有明确意向的款
物，交由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统筹分配。

省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
加大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对接力
度，争取更多的疫情防控急需的口罩、
防护服等应急物资捐赠。同时，确保爱
心款物一分一毫都用于疫情防控，将及
时公布款物接收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湖南省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

一线战“疫”日记

一家亲
湘鄂

援鄂医疗队
连线

驰援
八方

首批湖南援鄂医疗队
转战黄冈版“小汤山医院”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长沙、常德等地纷纷
开设定点服务场所和定点
酒店，用一波又一波的暖心
举动，为湖北客人在异地他
乡搭建了一个“家”。

漫画/刘谦

特殊时期的
“湘鄂情”

严防死守 阻击疫情
1月29日，资兴市回龙山瑶族乡检测点，医务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

乘人员测量体温。近期，资兴市在与其他县市区交界的乡镇（街道）设置
了12个外来人口体温监测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逢车必检、逢
人必测，全力阻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截至目前，该市疫情平
稳，未发现病例。 朱孝荣 摄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李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湖南爱尔眼科集团1月28日宣布，向武
汉大学基金会捐款500万元，用于武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
为防控疫情，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及

时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据总裁李
力介绍，自疫情发生以来，爱尔眼科已

采取多项措施全力保障患者和员工的
健康安全。目前，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
爱尔继续为患者提供眼科急诊服务。为
保障全国各地医院节后安全开诊，集团
医疗管理中心 1月 26日至27日连续下
发5份指导文件，要求各医院成立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制定特殊时期应急预案，
在医院入口设立预检分诊台，因地制宜
高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力求把疫情拦
截在院外，保障来院就诊的患者安全。

爱尔眼科
捐款500万元防控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