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不是几个人在战斗”

◎尾声

2 月 4 日，农历正月十一。正是立
春，万物复苏。

明丽的阳光，将依然空荡的长沙
城照得格外敞亮。很多人在朋友圈里
写下句子：“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长沙一家正
忙着向战“疫”前线捐赠医护用品的基
金会，在公众号转发了一幅山里孩子
画的画：绿荫蓬勃的树枝上，挂满面
包、可乐、薯条和冰淇淋。

孩子眼中的春天，没有悲伤、不幸
和病毒。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心里
的春天。每一位孩子，可以在母亲怀里
撒娇；每一位母亲，可以守护在孩子身
边。每一位“白衣天使”，可以用笑容擦
去脸上被口罩压出的层层勒痕。

立春这天，武汉城的阳光也格外
灿烂。张春艳和同事们来到金银潭医
院已是第8天。张春艳心里最记挂的还
是女儿祺祺。祺祺已经缠着爸爸找妈
妈了。她有一天拉着爸爸的手说要一
起开车去接妈妈回来。头天晚上，祺祺
又对爸爸说：“我要妈妈讲《卖火柴的

小女孩》，妈妈好久都没有给我讲故事
了，我们明天把妈妈接回来好不好？”

“此时，我也多想给崽讲故事。但
这里的病人更需要我们，我想等你长
大以后就会明白。”在这一天的日志
里，张春艳写下了给女儿的话，也写下
了对春天的期许：“每一粒熬冬的种
子，都有一个关于春天的梦想。歧路虽
多，然有爱者，终会殊途同归。我相信，
我们会很快战胜这场疫情。我们不是
几个人在战斗，而是全中国人民都在
万众一心抗击这场病毒疫情，所以我
们很快就能脱下口罩，去看一直想看
的满天樱花。”

此时，武汉的樱花，也正在积蓄着
全部的力量等待绽放吧。待到花瓣立
满枝头，待到疫情这头“怪兽”被打败，
年轻的白衣天使妈妈们将可以卸下

“铁娘子”的铠甲，拥抱着孩子给他们
讲述打败“怪兽”的故事。待到今天战

“疫”的一切成为历史，但愿每一位守
护人们生命健康的天使，飞翔的翅膀
更轻盈、更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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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31 日，农历正月初七。
长沙。

以往，这是新年上班的第一天。沿着
密集的交通网向四面八方流淌的车与人
重新回流。因假日显得有些空荡的大街
小巷，又将因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灌注
而汁液饱满，鼓胀起新一年的酸甜苦辣。

庚子新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将人们习以为
常的这幅场景，按下了暂停键。

世界静下来，人们更清晰地倾听那
些被喧哗遮蔽的声音；当生活之色褪去
表相的华丽，没有硝烟的战场骤然裸露。

一群人披上一袭袭洁白的战袍，插上
阻击疫情的旗帜，奋斗在战“疫”最前线。

人们感佩，更心疼。她们是防疫战场
上的“白色娘子军”，是生命的孕育者，同
时也是生命的救治者；她们竭尽全部的
血肉之躯养育过生命，最深切地懂得生
命的可贵与尊严；在生命遭遇威胁的危
急时刻，她们挺身而出，绽放人性深处最
美的光华。

这一天，洒遍长沙城的阳光千般灿
烂，在人们心中升腾起对战“疫”胜利更
热切的期望。

浓雾必将消散，春天正在到来。

她们挺身而出，绽放人性
深处最美的光华

2月1日，正月初八。天气阴冷。接
到记者电话时，中南大学湘雅附三急
诊科的90后护士毛青青，正抱着高烧
中的一岁儿子小珺子赶往医院。

几小时前，她刚从医院值班回来，
见到儿子那一刻，心总算落地了。可一
觉醒来，儿子体温又上去了，她不放
心，带着孩子再次回到医院。

20多天前，小珺子刚过完一岁生
日，毛青青正计划着一家人在一起陪
宝宝度过他人生中的第二个春节。但
孩子突如其来地患上了流感，让青青
陷入焦虑。1 月 17 日，小珺子开始发
热，打寒战，间隔 6-8 个小时反复发
作。更让她始料不及的是，仅隔两天，
她便接到春节紧急值班的消息。以一
名医务人员的敏感，她知道，这个即将
到来的春节将非同寻常。

接下来的每一天，毛青青都在
高度紧张中度过。在医院照顾发热
的小患者，她时常会想到自己的孩
子。半个月来，没有一刻踏实过。

除夕当晚，正在值班，毛青青突
然接到丈夫电话，小珺子烧至 41 度
了。她一听心里一酸，眼泪扑扑往下
掉。“41 度已经是超高热了，平时我
们护理这样超高热的宝宝，都是放
在急诊儿科抢救室的，因为这种情
况非常危险，很容易引起高热惊厥。
真的很担心宝宝，好想立马飞奔回
家看一眼，但当我抬头看看正在忙

碌的同事和惊慌的病人及家属们，
我知道我不能。”她咬了咬牙，在电话
里简单跟丈夫说了一些退烧的处理措
施，继续投入工作。“这个时候，在岗位
上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我是一名医护
人员，同时我也是一位妈妈。正因为这
样，我知道宝宝生病后家人有多担心。
这里更需要我，但我在心里一直在默
默地祈福：‘小珺子，你一定要坚强，一
定要坚强啊！’”。

因防护物资紧缺，为了节约一套
防护设备，青青和同事们连续八小时
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没法守在宝宝身
边，丈夫每日通过微信，每隔半小时到
1小时给她发“体温检测报告”：

“下午 3:20，打冷颤,39.8 度。”
“3:50，40.2 度，还吐了。”
“4:30，38 度 ，没 寒 颤 了 ，手 热

了，精神一般……你先安心上班咯，
有事我会打你电话。”

值班后回到家，青青先把自己
洗干净，才敢走近熟睡的宝宝，触探
他的体温。“躺下的时候都在擦眼
泪。心里深深愧疚，但我别无选择。”

她在手机上设置好 6 道闹钟，才
敢睡去。闹钟每一小时闹一次，她就
起来看看宝宝体温，确保没有高烧，
再躺下……如此反复。

最后一道闹钟声响。6 时 30 分。
起床，上班。迎接她的，是新一天的

“战斗”。

下火车前一秒，长沙天心区疾控
中心疾控综合卫生科科长莫苗芳，
怎么都想象不到，平日里总是拿宝
宝们没辙的老公王非，会因为一种
特定的机缘成为一个合格的“超级
奶爸”。

1 月 23 日。除夕前一天，夫妻二
人收拾行李，抱着俩娃，登上了回老
家的火车。马上，他们就能和久未见
面的亲人团聚。清扫，祭祖，包饺子，
吃团年饭。

摇摇晃晃的列车让莫苗芳昏昏
欲睡。归途让她觉得放松、安全。突
然，手机铃声将她从梦境中震醒，电
话里她被告知：即刻召回，奔赴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一线。

“好，我马上下车回长沙，能赶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触者
调查队！”放下电话，莫苗芳敏感地察
觉到势态的严峻。没时间考虑，脑子里
依次冒出三个问题：在哪里下车？有哪
几趟火车返程？还有没有车票？

通 过 购 票 软 件 迅 速 计 划 好 行
程，下车之前，她才想起老公从没有
单独照看过两个孩子。他能行吗？莫
苗芳心里直打鼓。拿上行李，她又回
头再三叮嘱老公，每天给他们吃什
么，用什么，哭闹的时候如何安抚。
看着老公似懂非懂的样子，她实在
担心，但她没有时间再多说了。

莫苗芳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女强
人、工作狂。但从接到电话那一刻
起，她知道疫情发展一定超乎她的
想象。同事们已经整装待发，她必须
回去。

回到单位，莫苗芳在应急机动
队 24 小时轮流值班，接到疫情后要
立即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踪传染
的来源……她忙得甚至没有时间去

想，平日里粗心的老公会把两个孩
子带成什么样子。“并不是我一个人
这样，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姐妹们，就
是千千万万个我。在她们身后，也有
千千万万个家庭。能在这么特殊的
时刻，和这么多齐力同心的同事、同
行，参与这场迫在眉睫的防疫战争，
我相信，我的家人也会以此为荣。”

自火车上听到妻子接电话那一
刻开始，王非就陷入了紧张。作为湖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科
的一名科员，他深知抗疫一线的工
作有多危险，他为妻子捏了把汗；另
一方面，每次面对孩子哭闹就大脑
一片空白的他，要一个人应付这两
个“小魔头”，各种“怎么办”像开闸
的洪水一样冲向他。

泡奶粉、换尿片、喂饭……为了
让奋战在一线的妻子安心，王非开
始了单骑闯关“解锁”奶爸称号的升
级之路。整整一个春节，通过带娃的

“锤炼”，他切身体验到了妻子平日
照顾家庭和孩子的不易。在深刻认
识到“不懂换尿片的父亲不是一个
好丈夫”的真理之后，对于独自带好
两个娃，他已有了足够的信心。“虽
然没有和老婆共同在一线战斗，但
我能做的，就是不要让她有后顾之
忧，能全力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筑牢防控‘新长城’。”

大年初二，王非将这些心声，记
录下来发给了妻子。读到老公的家
书，莫苗芳心里涌起“说不出的感
受”，她谢谢老公在紧急时刻承担起
了家庭重任，同时，她心底也有一点
小小的妒忌——

“这两天孩子们在电话里跟爸
爸比跟我还亲，哭的时候要爸爸才
哄得住。真是没良心的。”

正月初七，28 岁的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重症科护师张春艳和她的同事们，在武
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的第4天。

张春艳一直期待着去看武汉的樱花，
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与武汉相见。

一早起来，张春艳和朱恋、李湘湘、殷
俊互相帮忙把头发剪短了。短头发节约时
间。进入病房前，光穿防护衣服就要花近
半个小时；出病房脱完防护服，按规定要
在医院洗澡洗头，头发短更容易干。为了
安全起见，每个人住的都是单间，大家互
不串门，建个小群交流。只是剪头发去不
了理发店，只能到超市里买了剪刀自己动
手。

1月26日，张春艳在工作群里看到护
士长发了一条消息，说国家卫健委需要5
位有重症护理经验又能够做连续性血液
净化的护士赴武汉，她马上报了名。不久
就收到消息，要求一个小时后赶到医院。
张春艳匆匆整理了一下行李，临走时，她
亲了亲已睡着了的3岁女儿祺祺。

1月28日，5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武
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她们负责的病
区，在医院住院部南楼的五、六、七层。这
里，是收治最危重病人的病区。

金银潭医院是武汉最大的专科传染
病医院。刚到这里时，张春艳和同事们并
不适应。在湘雅医院，她们是做单纯的重
症监护，需要隔离的传染病人接触得并不
多。因为疫情紧急，金银潭医院临时把病
房改成了监护室，为了及时观察病人的情
况，她们要时刻来回走动，还要自己推又
高又大的氧气罐。

上班第一天，张春艳就遭遇了一个小
惊险。那天她在病房呆了好几个小时，口
罩全部汗湿了，护目镜起了雾。护目镜是
医护人员的重要防护用品，起雾意味着眼
镜的密封性不好，有感染的风险。医院规
定，护目镜一旦起雾就必须立即更换。但
当时她刚好在帮一个病人插管，手被污染
了，没办法用手去调节，她也没想过去更
换。更换护目镜，意味着所有的防护品从
头到脚都要换。防护服本来就少，因为防
护物资短缺，她们的防护设备其实还不是
最高级别，N95戴的是两层的蓝色薄款，
标准的应该是三层的白色N95。她们要帮
病人喂饭喂水，处理大小便，抢救，一直都
在近距离接触，被感染的危险随时存在。

因防护服不足，张春艳和同事们穿上
了工业防护服，鞋套就用黄色垃圾袋自己
改造。工业防护服特别厚实，从穿好衣服
进入两个缓冲间再到病房，后背的衣服就
湿了。一台血透机所需要的物料，都要用
对讲机跟外围的工作人员沟通，让她们送
到第二个缓冲间的窗口，自己去那里拿。
等备齐所有的物料下来，张春艳全身上下
都在不停地淌汗，自己在里面也不停地喘
气，感觉整个人都要窒息了。她只好站到
走廊上一扇开了大约10厘米的窗户边吹
吹风，闭着眼睛数10秒，再接着忙。

凌晨两点下晚班后，离住地还有半个
小时路程，张春艳和同事们背着包沿着空
荡的大街走回去。深夜的江城寒意袭人，
昏黄的路灯将她们的身影拉长又缩短。

在“逆行”奔赴武汉的高铁上，张春艳
曾匆匆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自
己的决心：“疫情不控制，我们不回家。我
相信，都能平安凯旋。”

“疫情不控制，我们不回家”1

“这里更需要我。小珺子，你一定要坚强啊！”2

“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谢谢老公成为‘超级奶爸’”3

1月30日，湖南省妇幼保健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武科用手机拍下了同事们准备上岗的工作照。

◎引子
她在女儿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4

“护士长，我定了机票，春节想去

三亚”“武老师，我准备去我老公家过
年”……

每年一到春节排班，湖南省妇幼
保健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武科就像碰上
一道难解的奥数题，既要兼顾医疗安
全，又要照顾到科室里护士们的休息。
这不，马上要排班了，武科收到了数条
想多休几天假的请求。

特别是年轻护士钟涛，缠着她说
了几次。钟涛新婚才半年，平时老公在
外省工作，大年二十九才赶回来，小两
口商量好了，准备回双方的老家拜年。
考虑到她情况特殊，武科咬咬牙答应
了。钟涛欢天喜地告诉她，终于抢到高
铁票了，第一次带老公回家，买了许多
礼物准备送给亲戚们，一脸幸福。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
计划。1 月 25 日 22 时 30 分，医院护理
部发出招募令，抽调志愿者支援发热
门诊。5分钟后武科接到了钟涛打来的
电话：

“武老师，我在上晚班，刚看到消
息，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你不是准备回老家吗？”
“不回了。疫情当前，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更应该冲锋在前。我年轻，没有
孩子，我最合适上前线。请让我去！”

这个春节，急诊科25名护士，一个
也不少，全部坚守在岗位。防疫一线，
孕产妇和新生儿是易感人群，也是特
别需要细心呵护的生命群体，特别是
准爸准妈们，突然碰到这样的疫情大
暴发，内心的焦虑与恐慌更甚。有孕妇
和老公穿上透明雨衣当防护服来急诊
科检查，还有位丈夫跑来说，无论花多
少钱都要在医院买一套防护服给老婆
穿上，再带她来医院做检查。这让武科
有点哭笑不得，也颇为心疼。

关键时刻，武科和姐妹们像钉子
钉在岗位上，用严谨与细心织成严密
的防疫线，成了特别时期孕产妇们的
守护神。

武科已在省妇幼工作了 22 年。
2004年，女儿萱萱在这里出生。武科自
认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从来没有接
送孩子上学，女儿的家长会、亲子活
动、毕业演出她总是缺席，女儿甚至曾
被误认为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女
儿 4 岁上幼儿园时，有一次她去接孩
子，女儿在窗户里看见她，把手里的玩
具一丢就朝她怀里扑过来，没想到重
重地摔在地上，眼泪在眼睛里打转，又
赶紧爬起来拖着她的手来到老师面
前，欣喜地说：“陈老师，陈老师，这是
我的妈妈，我也是有妈妈的……”

一转眼，女儿已是16岁的姑娘，是
明德中学高一的学生了。1月22日，女
儿很郑重地和武科谈起了未来的人生

选择。武科没想到，女儿竟然想学医。
这让武科颇为焦虑和纠结。她不想让
女儿学医。学医这个职业太苦了。特别
是这几年，各种伤医事件的报道在网
上沸沸扬扬，很多身边的医护人员都
议论，以后绝不让子女从医，太让人心
寒了。武科也暗下决心，坚决不让女儿
报医学院。

但 2020 年的这个春节又是怎样
一个特殊的春节啊！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蔓延，感染人数不断上升。
电视里，不断闪过83岁的钟南山院士
亲赴疫区参与救治的画面，闪过战疫
前线那一双双被消毒液泡出无数血
痕的双手，一张张被口罩勒出血印的
脸庞……这个特别的春节，是一堂多
么深刻的生命教育课、人生价值课！

虽然没有陪伴女儿的成长，但武
科明白，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她已
经在女儿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在家
中谈起病人时，她总是滔滔不绝，两眼
放光；和女儿一起出门，会碰上她并不
熟悉的路人走过来说，“你是省妇幼的
吧？上次多亏你，救了我和宝宝……”

武洁越想越睡不着，半夜爬起来，
流着泪给女儿写了一封信：“虽然前方
道路有风雨，但是，如果可以选择的
话，还是做医生吧，努力成为一名好医
生。你是我的孩子，妈妈希望你能勇挑
重担。加油，我的孩子！”

正月初八，萱萱给妈妈写了一封
回信：

“亲爱的妈妈：
展信安！
您的信，我反复读了几遍。今天是

大年初八，向窗外望去，空旷的街道上
安静得可怕。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的影响，这个春节注定不一样。
昨天，是高中选科最后的截止日期，我
考虑了很久，做了这辈子第一个重要
的决定，我选择了将来可以报考医学
院的科目。

这些天宅在家里，电视里反复放
着这次疫情的最新情况。让我记忆深
刻的全是最美逆行的背影，在万家团
圆的时候，他们告别家人，毅然坚守前
线，一切皆因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妈
妈，这个春节，您一天都没休，天天在
科室加班。您说急诊科是医院的第一
道防线，您要守好。其实弟弟和我多想
您能多陪陪我们啊，不过，您有更重要
的工作，我会照顾好弟弟的，您不要担
心。

妈妈，您放心，我认真思考过了，
我选择了学医这条路，我会从现在开
始努力，尽力做好的。

今年的冬天有点长，但是没有过
不去的冬天，也没有到不了的春天。一
起加油！”

1 月 31 日，
武汉，湘雅医院
重症科护师张
春艳和同事们
相互帮忙把头
发剪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