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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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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黄冈 有“湘军”
医疗“湘军”奋战湖北——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郭颖莉 刘孝宜

3月初春，花红柳绿，万物复苏。女同
胞的节日悄然而至。

今年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有许许多多
了不起的湘妹子奋斗在湖北抗疫一线。据
悉，仅湖南省支援黄冈医疗队619名队员
中，就有 412 名巾帼战士。她们有很多身
份，是妈妈、妻子、女儿，但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她们是最坚韧的“铁娘
子”“女人花”，倔强而温柔地开在无硝烟
的战场，撑起了抗疫一线的半边天。

3 月 8 日，她们的“身边人”“娘家人”
“家里人”送上了鲜花、感谢信、祝福等等
礼物。记者撷取一些剪影和片段，听听她
们别样的抗疫故事和节日心声。

病友们“搞了件大事”
“病友们‘搞了件大事’，让我们非常

感动。”3 月 8 日，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
医疗队队员、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
护士李晓告诉记者，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北
楼六病区拐角的宣传墙上，有一封写满 3
页纸的感谢信贴在了宣传板的正中间，下
面还摆放着花束。

“寒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了。你们
把病人当亲人，同心奋战，我们还有什么
担心和恐慌呢？多多保重，敬爱的医疗队
队员们！平平安安，凯旋返湘，与家人团聚
的幸福时刻即将来临。请接收我们对你们
深深的鞠躬，谢谢啦。恩人们，谢谢！！！”

感谢信真挚感人，周边贴满了温馨的
小卡片。那是医疗队的队员几天前写给每
位患者加油鼓劲的话，很多患者又把卡片
贴了回来。队员们祝福患者的花，也摆在
了宣传墙下面。李晓说，大家都戴着护目
镜，但每位经过宣传墙的医护人员，看过
感谢信后，眼角都湿润了。

李晓和队友们来到金银潭医院已经
3个星期了。她们在请战书上留下红红的
手印，含泪剪短心爱的秀发；她们在隔离
服写上“不怕”，神情坚定地走进隔离病
房，与病毒零距离拼搏较量；长时间戴口
罩和护目镜，脸上留下的深深印痕；繁重
工作极度疲劳后，靠墙而睡……

“你知道鼻涕的味道吗？”
“那天上班，我被防护口罩憋得有些

喘不过气来，护目镜上起了一层薄薄的
雾。我斜着眼睛靠着护目镜边边上一点点
清晰的区域完成了操作。站起来的时候，
我感觉到汗水和鼻涕正往下流，连续吸了
几下没吸上去。没有选择，不能浪费防护
服，我硬着头皮吃了下去。这是让我记住
一辈子的味道。”

李晓自问自答，让人心酸也心疼，想
笑又想哭。

经过艰苦的战斗，病区很多患者已转
危为安。“患者中出现很多互帮互助的情
况，相互照顾生活起居，协助护士给其他
患者测量血压，甚至承担一部分病区卫生
的打扫工作。”李晓说，医患团结一心、相
亲相爱的场景，也让医护人员感动落泪。

“我们的工作危险而繁杂，但没有一
个人有怨言。我们身着白衣，只为恪守职
责。”李晓说，等抗疫结束后，想再来武汉
看看凌晨两点的热闹与繁华，带上爸爸妈
妈吃一碗热干面。

全网征婚，人生第一次上了头条
“医院说要给我们这些在抗疫前线的

女同胞实现一个愿望，原以为只是随口一
说，没想到声势浩大，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湖南省肿瘤医院蒋文娟医生说。湖南支援
黄冈第四批医疗队中有17名医生进入大
别山区域医疗中心ICU工作。17人的队伍
中有3个女同胞，而她是唯一一个未婚的。

蒋文娟想要脱单的愿望得到了战友

们的重点关注。3月4日下午，几位同时休
息的战友，来到了住所前的草坪，为她拍
摄征婚视频。

这一大片草坪，是她们每天上下班的
必经之地，此前却从未跨过去半步。“真的，
来黄冈半个多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下楼到
草坪。平时除了进ICU隔离区工作，就是回
到住所自己的房间隔离，没有闲暇的时间、
精力和心情。我们脑海里一直都绷着一根紧
张的弦，像弹簧一样只能压着不敢弹开。”

“那天，我们戴着口罩，大家很开心，
笑得也很大声。那种肆无忌惮的感觉离开
好久好久了。”蒋文娟特别感动，战友们为
了给她拍摄视频使出浑身解数，不仅拍
摄、后期制作占用了休息时间，还自掏腰
包注册了视频软件VIP。

“征婚视频在网络上发出后，朋友转
发，同事转发，亲戚转发，认识不认识的都
在转发。人生第一次上了头条，我妈应该
很开心。”蒋文娟说，这下全院应该都知道
了，回去得戴口罩低头走路。

3月8日一大早，她就收到一张照片。
在长沙她空空的工位上，科室姐妹为她摆
好了鲜花，期盼她早日平安归来。

短暂的休息时间过去了，蒋文娟继续
投入战斗。“我会把大家的关爱化为力量。
片刻娱乐过后，继续努力坚守前方！”蒋文
娟说，待疫情结束，她想做个漂亮的发型，
徒步去更多的地方，看更多的风景。

深情告白，萌娃祝妈妈节日快乐
看看亲人的照片、视频和文字，是女

战士们内心最温暖的时刻。
3月7日晚，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株

洲市人民医院的段阳收到了儿子手捧鲜
花的照片。她PS了两张照片。相隔400多
公里，用另外一种方式，“接”住了儿子送
的鲜花。

“崽崽和家人一起，特意找了家里最好

看的花，拍照给我，说是给我的节日礼物。”
段阳到黄冈一个多月了。2岁多的儿子每
天问得最多的就是，妈妈什么时候回家呀？

“平日里，崽崽最喜欢看我跳舞。”三
八妇女节，段阳学了一段手语舞，向儿子
表达爱与祝福。

“我是一个妈妈，也曾依恋着家。感谢
我的宝贝，让我一夜长大。”段阳说，此次支
援湖北黄冈，想给崽崽树立一个榜样，等他
再长大一点，跟他讲讲妈妈更多的故事。

“我有一位好妈妈，她的名字叫刘榕
梓，她是湘雅三医院中医呼吸科的一名护
士。每次看到她去上晚夜班、抢救病人的
时候，我都想对她说：‘妈妈你要早点回
来。’这次武汉‘病’了。元宵节那天，妈妈
去支援武汉，不知道你在那里吃得好吗？
生活得习惯吗？我时刻都在想你，希望你
早点回到我身边，和以前一样和我玩耍。”

“妈妈，你去武汉有一个月了。一开始，
我总是哭，怪你为什么丢下我和爸爸一个
人去了武汉。后来，我慢慢懂了，你去武汉
是为了国家，给病人治病。所以我不怪你
了。你是我心中的大英雄！今天是‘三八’妇
女节。祝你节日快乐！妈妈，我爱你！”

3月8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在武汉
的战士们收到了家里“萌娃”的深情告白。据
悉，此支医疗队中，女性医务人员占70%。

“春天是生机勃勃的，你是2020年春
天最美的那一道风景！”3月8日，张永超给
妻子朱丽凤写了一封温情脉脉的家书。朱
丽凤是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综合二科的护
士。抗疫期间，她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2月
22日，主动请战增援黄冈，得知黄冈大别山
区域医疗中心湖南ICU缺人手，她又申请
进入最辛苦、最具挑战性的湖南ICU病房。

这些感人、温情的瞬间，如春日的暖
阳一般美好。在这些生动而平常的文字与
礼物里，有诉不尽的情真意切。千言万语
汇成一句：盼你们平安归来！

湖南日报记者 邹晨莹 辜鹏博

早樱盛开，春意渐浓。湖北黄冈再次
传来喜讯。3月8日，由湖南支援黄冈医疗
队红安分队负责救治的红安县中医医院
在院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好嗨哟！”“踢走新冠病毒！”上午 8
时 30 分，记者眼前，医疗队队员们难掩
激动，兴奋地合影留念。湘潭市第一人民
医院护士罗朵说，感觉就像打赢了一场
胜仗。

9 时，最后出院的 4 名患者准备离开
医院，前往隔离点。医疗队队员们大声喊
出出院患者的名字，为他们加油打气。

罗哥是最后出院的 4名患者之一。见
着他，罗朵有些不舍。“罗哥本来前天就可
以出院的。但他说舍不得我们，湖南医疗
队在这里一天，他就要跟我们一起多待一
天。”罗朵说，2 月 11 日初见罗哥时，他意
识模糊，大家特别担心他。

2月27日，湘潭市中心医院护士曾楚
滢接班后，发现罗哥氧和不好，呼吸机氧
浓度 80%，血氧饱和度只有 85%，心率
120 多次。管床医生叮嘱：“立即做俯卧

位通气，改善氧和。”近 100 公斤的大汉，
8名瘦弱的护士使出浑身力气才搬动。

湖南医疗队队员们连日来的悉心

照顾，都被罗哥看在眼里。临别前夜，他
想找到每一位照顾过他的护士。“人太
多，我怕记不住她们的名字。”罗哥满脸

焦急，一边念着大家的姓名，一边掰着
手指头，“刘红莲、曾楚滢、罗朵，还有那
个……”他嘴上说着记不住，却早已把
大家记在了心里。

声声感谢，份份感动，让湖南医疗队
队员们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罗朵深情
地说：“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我
们的节日，这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撤离之前，队员一一报数。当报到
“42”时，众人发现少了 2 人，原来是被当
地医护人员拉过去合影留念了。

目睹此情此景，队长易钊泉用“桃花
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形容湖南
医疗队和红安医护人员的战友情。“我们
就要撤出了，道一声离别吧。”他动情地
说，没有经历过，就体会不到这种感情。

给湖南医疗队队员献花时，红安县委
书记余学武说，湖南医疗队和红安医护人
员一起创造了新的历史，“永远感谢你们，
永远记得你们。”

载着康复患者的车辆缓缓驶离。大家
洒脱挥手道别。这一次没有人哭泣，所有
人都在微笑前行。

（湖南日报黄冈3月8日电）

陈惠芳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上海电影制
片厂拍过一部电影《战争让女人走开》。该
片讲述的是，春节前夕，一批军人家属来到
军营，与亲人共度佳节。而部队准备开赴前
线，所有家属必须马上撤离军营。军人和家
属由此而展开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

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战争
让女人走开》肯定有生活原型。无独有偶。
也是在春节前夕，一场战争，一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

神州大地打响。战争果真让女人走开吗？
这场“与时间赛跑、同疫情决战”的特殊战
争，不仅没有让女人走开，而且让成千上
万的女人勇敢逆行，顶在了抗疫最前线。
医护成了天使，巾帼成了英雄，战士成了
榜样。

江河山川作证，悲壮岁月作证。目前，
全国有超4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其中
女性占绝大部分。享誉天下的“医疗湘军”
中，女性是一支主力军。湖南两支医疗队
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集体”，阵中“铿锵玫瑰”齐刷

刷、亮晶晶。湖南 17 人荣获“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
人”，女性占了 9 名。在抗疫战争中，这些

“下得了厨房，上得了战场”的女人，这些
风华正茂的青春美少女，像勇敢的女战
士，听从军令，奔向了最险恶的战场，用实
际行动书写了中国女性敢于担当、甘于奉
献的动人故事。

抗疫战争不会让女人走开，也不能让
女人走开。火辣辣的湘妹子，与男子汉一
道并肩作战，成了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汪
洋大海，成了总体战的铜墙铁壁，成了阻

击战的神枪手。战争洗礼了女人，战争锤
炼了女人，战争也成就了女人。

巾帼英雄，自古有之。商代的妇好开
始，从花木兰从军到穆桂英挂帅，从秋瑾到
赵一曼，从红色娘子军到八女投江，女儿身
男儿气的豪迈传统，源远流长。今日的抗疫
女战士，承前启后，前赴后继，将“不爱红装
爱武装”的精气神弘扬到了极致。

人人皆曰岁月静好，岂不知奋斗与牺
牲？既然疫情紧急，让女人投入了战争，男
人更要冲锋在前，将抗疫进行到底。待鸣
金收兵，谈笑凯歌还。

战地黄花竞风华
——湖北抗疫一线湘妹子的节日故事

湘水余波 战争让女人勇敢逆行

再下一城！红安县在院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这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3月7日 星期六 小雨

今天得知，我分管的患者江女士
已经康复出院，心里特别高兴。江女
士的病情复杂，住院长达40天。

2月28日，在程明领队的带领
下，我们来到了武汉市九医院。我
们的主要工作是采取电话问询方
式，对患者及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干
预。第一批分给我 6 名患者，江女
士是其中一位。

我第一次打通江女士的电话
时，她有些抵触地说：“我没有心理
问题，能正确看待新冠肺炎。”

那一刻，我清楚，患者对于素
未谋面的我，有一种心理防御反
应。随着我的继续跟进，她坦言：

“我吃饭可以，晚上有点睡不安，平
时也是这样的。医生护士挺负责
的……”问她还有什么需求，她提
出想吃橘子，并需要一条毛巾。我
可以做到，就承诺了她。这是我们
换个角度来工作的切入点，也是我
与患者建立互信关系的第一步。

3 月 2 日，我又拨通了江女士
的电话。这次明显感觉她变得热情
了。她和我说了第一次交谈的感
受：“听到你的声音，让我想起了自

己的老家人，很亲切。”她说，有了
毛巾洗漱，那晚睡得很香；吃到了
很久没吃的橘子，她也很满足。特
殊时期，家人不能陪伴。满足患者
一些基本需求，也是我们工作的一
部分。我为我能帮到她，感到开心。

在访谈评估过程中，我了解到
江女士晚上易醒，对身体恢复有焦
虑情绪。我便教她腹式呼吸和正念
减压方法。这些方法简单易学，可
以缓解焦虑情绪。此外，我运用了
认知行为治疗技术中的“苏格拉底
式提问”，让她思维更有弹性，多看
事情积极的一面，并强化一定会好
起来的信念种子。

3月4日，我对江女士做了最后
一次回访。她说目前情况都不错，上
次核酸检测的结果转阴；做最后一次
核酸检测后，应该可以出院了。“感谢
你们！”她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

江女士已经出院了。我相信，
很多患者会跟她一样，重获信心，
恢复健康，走进新的生活。

湖南省支援武汉第六批医疗
队队员、湖南省脑科医院临床心理
科心理咨询师 廖建芬

（通讯员 石荣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住院40天的患者康复出院了

一线战“疫”日记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向文 钟昱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
与姐带……”3月8日，湖北武汉方
舱医院里，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
灯台》再次响起，新冠肺炎患者不
时地哼唱着。

“这首民歌饱含着我无尽的回
忆呐！”几天前，《马桑树儿搭灯台》
在方舱首播，熟悉的旋律把来自黄
陂区的患者朱先生带入回忆中。

前年，朱先生自驾来桑植旅
游，听桑植民歌、住红军屋、走长
征路、吃红军饭，感受红军的初
心使命。“那些天，就是这首桑植
民歌陪伴着我。而今再次听到，
心境却完全不同。”他坦言，唯一
不变的就是那份对未来充满希
望的信心。

“方舱医院为何会飞出桑植民
歌呢？”记者连线我省支援武汉第

四批医疗队张家界医疗队。
“每天方舱都会分时段响起广

播，播一些疫情知识和相声小品。
只要放音乐，大家就跟着节奏摇起
来。”医疗队看到这一现象后，商量
播放的曲目。

“能帮助患者调解心绪，还能
解我们的思乡之情呢！”医疗队护
士杨扬告诉记者，如今大家不仅是
医护人员，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桑植民歌的“代言人”。

随后，《桑植是个好地方》《四
季花儿开》《滴格调》《九岭十八岗》

《好田好地不用肥》等经典桑植民
歌在方舱里热闹了起来。

“等疫情过后，一定要去桑植
看一看，在桑植大地上听一听桑植
民歌。”患者郑先生说，从小听着贺
龙元帅的英雄故事，如今竟被来自
元帅家乡的医护人员无微不至地
护理，“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健康，还
让我们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方舱医院飞出桑植民歌

3月2日 星期一 雨

连续 3 套夜班，上得那叫“酸
爽”，黑白完全颠倒，生物钟失调，
导致彻底失眠。罗湘辉主任将安眠
药送到酒店。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天
亮，精力充沛了。

转眼之间，我已在长沙市公共
卫生救治中心工作半个月了。

在前线的感觉并不只有辛苦。
来自长沙各个医院的医生护士与
患者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医务人员
每个人都面带微笑、热情洋溢，这
让我很快适应并融入了这里。一起
进隔离病房的医生护士，是同一条
战壕的战友，互相关心，互相帮忙，
不分你我。从穿隔离衣时的互相提
醒，到在隔离病房里的相互协作，
再到脱隔离服时的互相帮忙，一切
都是那么自然而美好。

护士们耐心细致、任劳任怨地
护理患者；值二线、三线班的医务
人员，也努力在为我们提供支援；
院感人员督促我们做好防护，就像
一棵大树一样保护着我们；来自湘

雅二医院以及其他医院的上级医
生团队，指导我们制定诊疗方案，
不仅让患者得到最好的医治，还让
我们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医疗微信
群里，每天都在更新着患者的病情
变化，各项检查结果，以及对病情
的讨论；操作班的医务人员，更是
不顾风险，近距离接触病人取标
本；放射科有求必应，随喊随到；检
验科近距离接触病人的血液等标
本，检验结果都能第一时间回报；
而后勤保障也是非常到位，走廊里
各种饮料、零食、方便面，应有尽
有；院领导也赶到一线，给我们鼓
励与支持。

病房里的重症患者慢慢转走
了很多，到普通病房治疗几天，他
们就可以出院了。想着他们一个个
开心地出院，和家人团聚，我的心
里就暖暖的。

我感觉，这里是“战场”，也是
“家”！

长沙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治医师 谢彦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这里是“战场”，也是“家”

曾宪国发起筹集70吨生活物资援鄂
3月8日，全国“最美乡村医生”曾宪国（左二）携手永兴县60余名

志愿者紧急筹集10吨优质大米、10吨冰糖橙、20吨蔬菜等物资起运武
汉。2月29日，曾宪国已经牵头为黄冈一线医务人员捐赠了30吨永兴冰
糖橙。 曹灿永 张一多 摄影报道

3月8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医护人员与湖南援助黄冈医疗队队员紧紧
拥抱在一起，依依惜别。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已有3个对口支援县区
在院确诊患者全部出院

麻城市委书记盛赞湖南医疗队队员医术精湛、作风扎实

湖南日报黄冈3月8日电（记者 邹晨
莹 辜鹏博）今天上午，在麻城市人民医
院，最后一名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
院。离别之际，他对益阳市中心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学科护士长王桂珍表达感谢：

“你就是我的大妹子!以后一定去湖南看
你。”至此，由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驻麻城
分队负责救治的麻城市人民医院在院确
诊患者已全部治愈出院。

麻城是继英山、红安之后，黄冈第 3
个实现在院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的县
区。“这对整个医疗队来说都是莫大的鼓
舞，意味着我们向总体目标迈进了一大
步。”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第三批医疗队
领队、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田魁

说，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对口支援的5个
县市区中，除了黄州区仍有在大别山区域
医疗中心治疗的 96 名患者，还有罗田县
尚存4名确诊病例。

黄冈市政协副主席、麻城市委书记杨
遥，麻城市委副书记、市长蔡绪安，为湖南
支援黄冈医疗队的女性医护人员颁发“战
疫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和青年志愿者

团体荣誉证书。杨遥称赞道，湖南医疗队
的队员们以精湛医术、扎实作风和对麻城
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治愈了众多患者，
是这个春天最受人尊敬的人；队伍中的女
性医护人员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勇士，也是
麻城百万人民心中最美的白衣天使。

“湖南队太牛了!”麻城市人民医院的
医护人员们由衷感叹。“你们辛苦了。”湖

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麻城分队队长李勇向
医疗队队员与当地医护人员道一声“感
谢”。他说，在院确诊患者顺利出院离不开
双方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

关于下一步安排，田魁表示，按照湖
南支援黄冈医疗队前方指挥部安排，队员
就地休整，“但不会放松对驻地院感防护
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