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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欧阳倩 李曼斯

2月 13日凌晨 3时，湖北武汉光谷
一公寓。湖南小伙郑能量用酒精给自己
的手机、钥匙等物品消完毒，整理好要
穿戴的防护服、手套，准备入睡。

这是他从长沙驱车来到武汉做志
愿者的第20天。这个晚上，他住在大学
同学帮他联系的朋友家里。

“这种被人关心的踏实，是我的铠
甲、我的装备。”临睡前，他在微信朋友
圈发出这样一条信息。殊不知，他义胆
闯江城，给武汉这座城市的人们带来了

“被人关心的踏实”。

危难关头，“我不想做看客”
1月23日，湖北武汉作出“封城”决

定。就在许多人谈“鄂”色变时，1 月 24
日，郑能量选择“逆行”北上，一人一车
来到武汉做志愿者。

刚开始，郑能量加入武汉007救援
车队，由车队派发接送医护人员的单
子。白天，他穿梭在大街小巷不计报酬，
到了晚上便在车上和衣而睡。

几天后，他有些“不满足”于现状。
007 救援车队发起人之一蒋镓淇

对这位“不太听话”的异乡人颇感无奈：
“他太拼了，一天 24 小时待命，好像从
不睡觉似的，有单就抢着接。我们怕他
吃不消，强制他去休息。”

被“勒令休息”的郑能量找起了新
路子，他四处发布消息，与求助者单
独联系。得知一些病亡者遗体无人运
送，他找到殡仪馆，主动提出协助运
输遗体。

27 岁的郑能量，没有见过太多生
离死别。有人问他：“你不怕吗？”

他沉默片刻，回答：“我没有时间害
怕，有的只是心痛。”

车队曾接到一个女孩求助，说她母
亲患有癌症在做化疗，最近又疑似染上
新冠肺炎，急需去医院检查。人人都知
道这是高危病患，接上车就是一块“烫
手山芋”。

“一开始我也有些犹豫，但如果我
拒绝，她妈妈可能会死在家里，那么一

家人都可能被传染上。”郑能量勇敢地
接下了这个“单”。

2 月 3 日，武汉志愿者微信群里弹
出一则消息：志愿者何辉去世了。热热
闹闹的微信群，突然陷入沉默。

即便已抱必死之心，此事还是在郑
能量心中掀起波澜。每日与医护、病患、
遗体打交道，如同日日与死神擦肩而
行。郑能量深知，克服恐惧，本就是这场
战争的一部分。

他在微信群给同道者打气，也为自
己输送能量：“历史的笔在我们手中，我
不想做看客。咱们团结起来，无惧挑战，
无愧历史。”

身受恩泽，“我很想回报社会”
又是一个辗转反侧的夜。郑能量在

武汉的这些天，女友高秋兰总是悬着一
颗心。

“白天他忙，不敢打扰。每天晚上通
电话时，他总说他很好，要我别担心。可
他越是报喜不报忧，我越是担心他。”高
秋兰与郑能量已相恋 3年，她了解男友
的性格——凡事总是为别人着想，不想
让亲人为他操心。

高秋兰记得，大年三十上午，郑能
量跟她说去武汉当志愿者时，她强烈反
对：“不行，太危险了。武汉疫情这么严
重，你怎么能往那边去？”郑能量跟她解
释，正因为疫情严重，才更需要志愿者。

高秋兰仍然反对：“不能去，你一个
人在武汉，连个吃住的地方都没有。”

郑能量稍作沉默，等高秋兰情绪平
复些，慢慢说起了原委。

1993 年出生的郑能量，因为母亲
患有精神疾病，12岁以前，他一直与爷
爷奶奶生活在山东省聊城市。小学毕业
后来到长沙，居住于雨花区砂子塘街道
桔园社区。后来考上了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2015 年通过专升本考上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借助低保救助金和助学
金以及社会人士的救济，2018 年大学
毕业。

“没有政府和社区的关心，我们家
的生活会更难；没有学校老师帮助，我
或许都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社会帮

了我这么多，我很想回报社会。”郑能量
语气坚定。高秋兰泪眼汪汪，缓缓点头
支持男友的决定。

在武汉 20 来天，武汉人也对这个
外地来的小伙子给予了很多关心。武汉
大爷送给他面包，不知名的市民留下
200元“红包”，热心市民端上热腾腾的
馄饨……“这些温暖，我牢记在心，化作
前行的动力。”郑能量说。

郑能量介绍，他的事情通过媒体传
开后，不少武汉市民主动提出要给他安
排住处，但他表示婉拒：“我是来帮忙
的，不给武汉人民添乱。睡车上，挺好。”

心怀侠义，“他是我们的榜样”
“郑能量在这个时候去武汉，我们

一点都不意外。”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商
学院教授李玲说。2016年，李玲担任郑
能量班的公关礼仪授课老师，在她看
来，郑能量是个有着侠义心肠的学生。

“这个学生很爱学，总是在课间问
一些问题。他知识涉猎也很广，有时会
跟我讨论哲学、历史方面的内容。”对这
个勤奋好学的学生，李玲印象颇深，“听
郑能量同宿舍同学说，郑能量的床很有
特色，一半地方睡人，一半地方放书，几
本书一垒一叠，就成了他的枕头。”

“郑能量很善良，他是我们的榜
样。”郑能量同班同学纪晓华介绍，
2018年，同学李烨遇车祸身亡，郑能量
组织同学募捐，并联系上其父母表示慰
问。就在 2 个月前，同班同学王艳群的
父亲病重发起“水滴筹”，郑能量得知后
捐出 500 元。“郑能量与王艳群读书期
间并没有什么交情，毕业后他们也没有
加微信好友。郑能量悄悄在水滴筹上捐
了钱，我估计王艳群都不一定知道是谁
捐的。”纪晓华说。

郑能量的侠义心肠，也是高秋兰深
爱他的一个原因之一。高秋兰说，2017
年，郑能量得知哈尔滨民警曲玉权因公
殉职，他省出生活费捐了 500 元。大学
刚毕业，郑能量在一所学校任教时，得
知一位学生的父亲病重，尽管工资微
薄，仍捐出600元钱。

2018 年底，郑能量就职于湖南建

工集团华东工程局安徽分公司。在同事
眼中，郑能量工作勤奋，任劳任怨，对一
些事情敢于秉公直言。

郑能量前往武汉做志愿者的故事
传开后，华东工程局相关领导前往衡阳
县看望了高秋兰一家，并以电话视频方
式向郑能量表示慰问。雨花区桔园社区
则为郑能量外婆和母亲送去了慰问金
和一些疫情防控物品。

桔园社区党委书记彭尧冬说：“‘90
后’郑能量是青年人的优秀代表，他的
事迹值得我们学习。英雄冲锋在前，我
们帮英雄照顾好他的家庭。”

■短评

“90后”，勇担当
曹辉

一人一车，“逆行”赴鄂，义务运送
医疗物资、接送医护人员、协助处理逝
者后事……从郑能量这个 1993年出生
的小伙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90后”
满满的“正能量”，感受到危难之际一个

“90后”的担当与大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曾几何时，面对追求个
性、坚持做自己的“90后”，社会在期盼
之余，也有些许怀疑：他们能否承担起
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能否成为社会信
赖的新的中坚力量？

郑能量用行动响亮作答：“90 后”，
愿担当、敢担当、能担当！

他们或是医生，在手术台上贡献智
慧；他们或是社区工作者，在防控一线
挥洒汗水；他们或是企业员工，为抗击
疫情筹钱筹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
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语言，他们表现出
的责任与担当，勾勒出“90后”群体的丰
满画像。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许多“90
后”以责任担当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与秩序，以休戚与共的态度对待公共事
务。社会责任的自觉、公共意识的强化，
这或许是一场危机为“90后”打造的进
步阶梯。

2月13日 星期四 阴
来武汉支援已经一周了，每天都被

身边的人和事感动。
湘雅医院医疗队接管的是武汉协

和医院西院区重症病房，收治的都是危
急重症患者。我们护理人员承担着所有
危重患者的护理工作，包括吃喝拉撒。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以前诸如打留置
针、测血糖、咽拭子采样等常见操作，在
这种情况下都成了高难度的护理操作。
一些姐妹上班时出现了恶心、头痛等情
况，仍坚持在岗。一些队友头部、面部出现
压力性损伤，特别是鼻梁部和脸颊双侧，
有些还出现了水泡，第二天继续战斗。

承担临床一线工作的同时，我们还
要兼任搬运工。从领物资处到病房有一
段距离，我们是新开的病房，很多物资
需要准备，几十台心电监护仪、注射泵
等等，都是靠着一张转运床来回好几
趟。在病房开始运转后，所有进入病房
的物资都必须由自己带进去。

尽管很辛苦，但我每天被爱感动
着。我的邻居，一位6岁的小朋友，听说

我来武汉支援了，特意画了一张画，要她
妈妈发给我。看着画上面的字“武汉加
油，徐浩然的妈妈加油”，我掉下了眼泪。

我的儿子在上学校网课之余，写
了一封信给我，让我照护好武汉的患
者，照顾好自己，并告知家中的情况。
13岁的儿子瞬间就长大了。寒假期间，
他承担了家里的洗碗活，还帮着照顾
爷爷奶奶。

在抗疫一线，我们不是孤军奋战，
几乎每天都有爱心人士给我们送吃的
和用的。当地的一位爱心人士，还成立
物资保障组，为我们采购了满满一大卡
车的生活物资。有些爱心企业为我们采
购了医用防护用品，其中包括我们急需
的防护服、护目镜、烘干机、棉袄和冲锋
衣等。武汉温度低，室内没有开空调，洗
的衣服难晾干。身在前线，但一直被爱
包围着。即使有困难，也不足为惧了。相
信一切都会逐渐好起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内科24
病室护士长 邓桂元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2月11日 星期二 雨
我的岗位是隔离区感控督察员，和

医生、护士的岗位不同，主要工作内容
包括指导和监督隔离病区工作人员的
防护穿着以及脱卸消毒，污染区、处置
间消毒技术指导等。

上午8点，我开始在隔离病房的处
置间监督和陪伴医生、护士、医技人员
进行防护服的穿戴。此时，我的脑子会
淘气地想：“白衣天使”变“宝宝”了，我
就是那个“严厉”的生活老师。

在隔离病房工作的医务人员“职业
暴露”风险高，防护穿戴可不简单，一共
大概有 10 个步骤，要更换个人衣物穿
工作服、穿工作鞋，带一次性工作帽，戴
医用防护口罩、内层手套，穿防护服、胶
靴、防水靴套，戴外层手套，做气密性检
查等等，耗时几十分钟不等。这是传说
中的“里三层外三层”，也是这群战士进
入战场的防护铠甲。

八病室的刘达医生穿鞋套时出现
了小状况，我赶紧蹲下身帮忙，先将她
的防护服裤口后部下拉勾住鞋底，前部
下拉遮住靴筒，然后展开靴套，撑开靴
筒，帮她穿上，这样就可以完美规避靴

套将防护服推离靴筒的尴尬，最后束上
弹力带。刘达笑着和我说谢谢，直夸我
专业，我的心里好开心。

整装完毕，所有医务人员相互鼓
劲，推门进入工作岗位。我就在他们身
后，做好感控督查的“勤务兵”。

工作继续，查看护目镜是否在含氯
消毒液里完全浸泡，检查保洁人员是否
清洁消毒处置到位……每天，我都会在
整栋隔离楼病区里走走停停，各种类目
的防控设施、设备和流程督查一一记录
到位，然后再向各病区医务人员反馈督
查结果，监督改正。

累肯定有，但心里住进了小太阳。
不知道是不是胸前别着的党徽在发光。

晚上7点，梳理小结一天的感控督
查工作后，我坐上了回宾馆的班车。我
给家人发了一张工作照。女儿发来语
音，笑着说：“妈妈，你是一个‘大白’。”
接着是妈妈发来的语音：“你是我们的
骄傲。”

谢谢你们，我的后盾小家。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感染

管理科副主任医师 曾唐怡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湖南日报2月13日
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张君义 刘灵宁）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
分地区防疫物资紧缺，
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
供应不足。今天上午，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
公司向湖北省黄冈市
捐赠货值 1000 万元的
进口羊奶粉，通过湖南
省 红 十 字 会 捐 赠 100
万元现金，用于购买救
护车、口罩医疗防护物
资，驰援抗疫一线。

澳优乳业是湖南
重点民生保供企业，系
国内首家在香港上市
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企
业。公司经过 16 年发
展，已成长为在全球拥
有从收奶、生产到市场
终端销售全产业链条
的国际乳品企业。为助
力抗击疫情，澳优乳业
此前已捐赠奶粉物资
货值 3000 万元，现金
300 万 元 及 10000 个
KF94医用口罩。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熊远
帆）2 月 12 日晚，远大集团连夜向武汉
方舱医院支援一批大型静电空气净化
机，包括 7 台 TC4000（每小时净化风
量 4000立方米）和 5台 TC5000，该批
机器将直接进入医院病房。

据了解，这是远大集团向武汉方舱
医院首次支援大型静电空气净化机。因

方舱医院空间巨大，有上千张病床，病
患密集，病毒很容易在空间传播，导致
二次感染。远大大型静电空气净化机利
用 6300 伏高压静电吸附粉尘，同时杀
灭细菌病毒，产生臭氧，能快速渗透到
环境中的每个角落、缝隙，杀灭活细菌、
病毒。多余的臭氧可分解成氧气，没有
残留。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肖星群 刘倩

“老公，家里你放心，等你平安归来。”
2月11日14时14分，涟源市人民医院产
科门诊医生张琼，来不及见到匆匆援鄂的
丈夫龙宜顺，只能通过微信为他送行。

当天 12 时 30 分，涟源市人民医院
接到娄底市卫健委紧急通知，要求医院
派一名重症医学科医师加入娄底市新
冠肺炎救治医疗队，赶往湖北省黄冈市
支援。正在值班的主治医师龙宜顺立即

请缨：“我是党员，我先去！”
回家的路上，龙宜顺打电话把援鄂

的消息告诉了妻子。张琼用最快的速度
冲出医院，想送送他。没想到还是晚了
一步，丈夫已经出发了。

“中午在食堂一起吃饭时，都没有
听他说要去湖北。”张琼说。

13时26分，龙宜顺冲进家里，来不
及和母亲以及两个儿子说几句告别的
话，打起背包急匆匆赶往集结地。

看到儿子出了门，母亲李满阳追到
门外，担心地喊：“你要去哪里？去做什

么事？”“我去支援湖北。”龙宜顺边走边
安慰母亲，“你放心，我很快会平安回来
的。”李满阳追问：“涟源去了几个人，为
什么是你去？”“目前就我一个人。我是
党员，我先去。”

“救治病人是医生的天职，能成为
驰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我感到很光
荣，我一定不辱使命完成任务！”2月12
日，记者打通了龙宜顺的电话，他的语
气充满自信。

涟源市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周松
介绍，重症医学科是全院风险性较高、
工作非常辛苦的科室。36 岁的龙宜顺
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好学肯钻、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是科室的骨干医生。

“我是党员，我先去”

一线战“疫”日记

在前线，我们不是孤军奋战

累肯定有，但心里住进了小太阳

杀灭细菌病毒 防止二次感染

远大大型静电空气净化机
驰援武汉方舱医院

“90后”湖南小伙郑能量爱洒湖北——

义胆闯江城 危难显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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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他爸：
见字如面！
自你出征已 9 日，为妻还是经常

彻夜难眠。现在是凌晨3点，还是睡不
着，索性和你神叨一番。

犹记得20多年前：你，一副扁担、
两个箩筐；我坐着绿皮火车，历经
19小时，穿越大半个湖南，从偏远的湘
西相继来到长沙，走进湘雅。从血管
到神经，从循环到骨骼，从畏难到深
爱。犹记得进入南院那面墙上毛主席
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
主义”，每次经过，都感到医学的高尚
和医者的责任。湘雅塑造了我们医者
的灵魂。

告别校园，我当年留校，你几经辗
转回到母校的怀抱，你我成为二院(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人。犹记得2006年洪
水来袭、2008 年汶川地震、2013 年玉
树地震、2014 年非洲埃博拉、2015 年
监利沉船，二院人迅速展开支援。“技
术硬如钢，服务柔似水，担当重若山，
医院亲如家”是二院文化精髓。

此次，你接到出征的命令，像备
战已久的战士一样，一切自然得如同
往常去做个急诊手术。

那个出征的清晨，我为你准备好
了行李。你知道我泪点低，严厉拒绝
了我近距离的送行。你不知我站在远
处寻你身影、听你豪言、目送你上车、
尾随车队送你出征。

直到你到达洪山体育馆，待一切

准备妥当，才告知我战场是由洪山体
育馆临时改建的800张床位的方舱医
院，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的轻症患者。
一个偌大的空间不具备隔离措施怎
么办？隔离不到位容易引发感染怎么
办？好多疑问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第
二天看到国家全方位做好前线医务
人员的安全防护工作、保障物资供
应、确保医务人员零感染的决心，我
终于安心了。

现在，武汉前线有 177 名二院战
士，是你们在保卫武汉，那么请让留
守的我们保障你们的后方。二院会全
力做好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
及家属保障。作为临时党支部书记，
你要鼓舞队伍的士气，更要确保他们
的安危，让前线安心，后方放心。

明天就是“情人节”，就让你我初
心不改，做个有情怀有担当的行医人
吧！家中父母一切安好，臭崽一切如
常。还是出征时的那句话：君前行，妻
安后！愿你和前线战士携手共克病
毒，早日凯旋！

娃他妈 素心颜
2020年2月13日凌晨3点

写信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党
委办公室副主任 侯敏

收信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援
武汉武昌方舱医院医疗队临时党支
部书记 朱威宏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整理）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刘振 吴蕾）2月11日晚，湖
南第三批支援黄冈市医疗队星夜出征。
这支医疗队目前情况如何？他们在干什
么？今天，记者特地连线驰援黄冈郴州
医疗分队队长李云峰。

李云峰说，医疗队 2 月 11 日晚上
10 时 30 分许到黄冈，郴州分队均住在
黄冈一家便捷酒店。2月13日，黄冈天气
晴朗，饮食与湖南口味没有很大差别。

李云峰介绍，在这支200人组成的
医疗队中，来自郴州的医护人员有 39

名，主要由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湘南
学院附属医院、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呼吸科、ICU、传
染科、神经内科、影像科等专科医师和
专业护理人员组成，均是单位医护骨
干。其中 14 名医生、25 名护士，年龄最
大的48岁、最小的25岁。

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郴州分
队对口支援黄冈市黄州区。作为黄冈唯
一市辖区，黄州区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主
战场。

“大家情绪都很高，对于即将开始

的战斗充满信心。”李云峰介绍，医疗队
这两天在抓紧做进入隔离医院的各种
前期准备工作，开展培训，练习穿脱隔
离衣服，学习《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五
版）》《新冠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
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等。

“培训是当前头等大事，每一步都
不能含糊，每个人都必须培训到位。”李
云峰说，他们对每个队员都严格要求，
医护人员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
好、治疗好患者。“请相信我们，一定不
负三湘父老的期待！”李云峰坚定地说。

湖南日报 2月 13 日讯
(记者 蒋茜 通讯员 蒋先
昭 李舜辉)“搭把手!把这袋
萝卜搬下来。”2 月 11 日，湖
北省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由永州市零陵区退役军人唐
凤国出资购买的 11 吨新鲜
蔬菜，连夜运到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零陵区黄田铺镇鹧鸪岭村种
植户蒋平家的30亩萝卜、白
菜滞销，眼看就要烂在地里，
这让他心急如焚。唐凤国得
知消息后，决定自掏腰包将
这批蔬菜全部买下，捐赠给
湖北。听说这批菜要捐赠给
湖北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蒋平也主动在事先谈好的价
格上再降 40%：“也算是我
为湖北人民做点贡献。”

“天天刷新闻关注湖北
疫情，就寻思着要为他们做
点什么。”唐凤国介绍，在当
地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帮助下，他联系上湖北荆州
疫情防控指挥部，并自费联
系到货车，将蔬菜运到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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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来电！湖南“天使”黄冈“摩拳擦掌”

日本飞来
战“疫”援助

2月13日20时许，日本
德岛县和株式会社平和堂
捐赠给湖南的一批口罩、
手套等急需医疗物资抵达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陆续有日
本友人向湖南提供援助，湖
南友好省份德岛县和湖南
人民的“老朋友”株式会社
平和堂都参与其中。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辜鹏博 童迪 摄影报道

君前行，妻安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