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9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我 29 岁的生

日。昨天，我作为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第三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来到
武汉。临行前，我到医院
职工理发店理了个寸头，
作为自己特殊的生日礼
物。

这个寸头，和母亲曾
经的发型同款。是母亲的
寸头，给了我勇气和决心。

2014 年 5 月，同为湘
雅二医院护士的母亲接受
了右侧乳腺癌根治术，并
接受了4期化疗。头发掉光
之前，她当机立断主动选
择断舍离，一不做二不休
剃了个“和尚头”。我知道
她是怕我一天天地看着难
受，也担心落发满地，到处
游走扫也扫不到尽头。剃
完头，母亲笑嘻嘻地问我：

“还好看吧？戴帽子好还是
戴假发好？”

4 期化疗结束后，黑
色的“小草”悄悄从母亲
的 头 顶 冒 了 出 来 。慢 慢
地 ，母 亲 从 寸 头 到 短 烫
发，新生的头发依旧乌黑
茂密，令人羨慕不已。

带着同款乐观，前往武汉之前，
我也剪了个寸头。这个寸头，既节省
了打理的时间，又方便了穿脱隔离
防护设施。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
照护他人。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
护师 周杰楠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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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芳

全民抗疫，已转入第二阶段。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责
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在战争中
学会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最重
要的是，千万不能贻误战机。必须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抗疫进行
到底。

中华儿女心系疫情。这几天，有两
支“红色娘子军”在体育赛场上奋战。
一支是三战皆捷、夺得奥运会入场券
的中国女篮，一支是两战均胜、提前获
得小组出线权而直指奥运会的中国女
足。最让人感怀的是，她们在赛前赛后

器宇轩昂地喊出“中国加油，湖北加
油，武汉加油”的口号。还有一个细节。
最后一场比赛中，大比分领先的中国
女篮有些松懈，被对手逼近了比分。主
教练叫了暂停，近乎咆哮地告诫弟子
们不要麻痹大意，必须步步紧逼，果断
反击。此举奏效。最后，中国女篮赢了
对手40分。

来自赛场的战况，对抗疫是一种
启示。赛场是战场，抗疫更是战场。战
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疫情防控的核
心在于“早发现，早治疗”。“早”关键在
于“盯得紧，看得严，稳得住”。有了战
机，就紧紧抓住，毫不放松；一鼓作气，
扩大战果。

恐慌怯战，不行。乱战一气，更不
行。同时间赛跑，比的不光是脚力。与
病魔较量，比的不光是脑力。战机在
握，雷厉风行，抗疫胜利一定是我们
的。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早餐：绿豆粥少许、鸡蛋半个、牛
奶 180 毫升；体温：36.6 摄氏度……”
2 月 10 日上午，长沙市望城区某定点
隔离宾馆房间内，在记录本上工工整
整写下这些信息后，46 岁的刘建华带
着3岁的桐桐（化名）开始读绘本、拼积
木，开启一天生活。

这是一对特殊“母子”，他们的故
事要从2月5日深夜一个电话说起。

“群英，现在有个 3 岁的孩子无人
照料，他情况比较特殊，不知你联系的
爱心妈妈群体中，有没有人愿意来陪
护？”2月5日晚11时许，望城区妇联党
组书记、主席刘群英接到望城区副区
长苏敏芳打来的电话。

原来，3岁的桐桐与其家人是浙江
温州人，父母亲带着孩子在望城做点
小生意。孩子的爷爷奶奶在武汉，一家
人春节前曾到武汉探亲。2 月初，一家
3 口因疑似感染新冠肺炎，进入望城区
人民医院接受医学观察。经观察诊断，
父母两人均确诊为患者，幸运的是，孩
子的4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暂时排除
患病。

父母要转定点医院治疗，桐桐则
需要转入隔离点继续做医学观察，可
是他们在长沙没有其他亲人，年幼的
孩子生活起居怎么办？“必须给孩子家
的温暖。”苏敏芳想到了区妇联长期打
造的爱心妈妈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以及一群每年持续为贫困儿童提供帮
扶的“爱心妈妈”们。

但这次的帮扶与以往不一样，陪
护的“妈妈”需要在隔离点呆 14 天，照
料幼子的辛苦不说，还有被感染的风
险，“爱心妈妈”会愿意吗？带着这样的

疑虑，刘群英没有选择在工作群发消
息，而是通过私信试探性地询问了身
边熟悉的几位“妈妈”。

没想到，多位“妈妈”们积极回应。
“刘主席，这个时候再去招募志愿者不
允许，危难时候更考验妇联人的担当，
我愿意自己来照顾桐桐。”区妇联兼职
副主席、区人大代表谢迎辉回信。“我
接回家带，可以吗？”另一位兼职副主
席张曼丽问。“我爸妈说他们在家闲
着，时间多得很，他们来带！”区妇联副
主席彭阳说。“我们早教园20多名教师
争先恐后说要带桐桐呢！”小青苗早教
园园长唐正元说……不到半小时，已
有29位“妈妈”应答。

看着这些信息，刘群英心里一股
股暖流涌动，泪水打湿了眼眶。最终，
经综合考虑，她决定由小青苗早教园
的刘建华老师担任这名光荣的“妈
妈”。在刘群英看来，刘老师早教经验
丰富，更合适当这个“妈妈”。

2 月 7 日上午，经健康体检和取得
桐桐家长授权后，刘建华接过了照顾
桐桐的“接力棒”。她精心准备了适合
桐桐穿的衣物、3 桶奶粉，还提前与桐
桐父母建立了微信群，了解孩子的性
格、兴趣等，准备了桐桐喜爱的玩具和
绘本。“妈妈”和孩子很快熟络起来。接
下来几天，刘建华每天认真为孩子测
体温，还安排内容丰富的游戏、阅读、
网课等。每天带着桐桐与妈妈通一次
视频电话，让父母知道孩子的情况，也
让孩子为正在接受治疗的父母加油。

“刘老师，您放弃陪伴自己的孩
子来照顾我的孩子，不知该如何感谢
您……”“没事没事，小事一桩，你安心
治病，早日出院，我和孩子都等着你
啊！”电话里，两位母亲相互鼓励、打气。

父母确诊，幼子“落单”——

“爱心妈妈”的隔离陪护

通讯员 罗咸辉 李支国 孙晓静
湖南日报记者 张咪

疫情无情，世间有爱。“我们在中国
都挺好……中国加油……”2月6日，在
湖南工业大学，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巴
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家的
30多名留学生，用中、英、俄三国语言，
写下《湖南工业大学留学生致中国人民
的一封信》，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祝福和
对抗击疫情的支持。

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来
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李文此时本应在广

州旅行，享受那里的暖阳。但为了防控
疫情，湖南工大对留学生宿舍楼实行全
封闭管理，留校的 30 余名留学生只能
每天在宿舍看书、上网、睡觉。“情况特
殊，我们不能添乱。”李文说。

“我们在株洲都挺好，非常安全。”
戴着学校发放的口罩，经贸学院留学生
吴迪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线，对打来网络
电话询问他是否需要回国的亲人说。

“虽然我开始有些紧张，但学校通
过各种渠道告诉我们防护措施，每天为
我们量体温、提供食物和日用品，发放
口罩和消毒物品，现在心里很踏实。”蒙

古国姑娘珍珠说。
“我坚信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一定

会胜利，我相信学校、相信中国！”摩洛哥
留学生奥斯说，留学生们一起商量，要为
中国抗击疫情出一分力。2月6日晚，大家
用中文、英语和俄语，写下《湖南工业大学
留学生致中国人民的一封信》。他们在信
中表示：“我们确信，在同此次疫病的斗争
中，中华民族一定会胜利！中国加油！”

这封信在留学生社交群迅速传播，
大批学生留言。乌克兰学生尤特娅·李
留言：“17 年前的非典，中国挺过来了。
17 年后的今天，中国依然会挺过去。向
中国人民致以崇高敬意！”

李文说，疫情发生后，他第一次与
母亲视频时，母亲便跟他说：“不要回
国，要相信‘中国力量’，相信中国人民
一定会胜利。”

杨玉菡 李志贤 刘文彬

疫情暴发以来，安化县东坪镇阅
美乐国际私塾的小朋友，每天最期待
的就是通过班级微信群里外教 Roma
录制的教学视频，学习拼单词、说句
子。“这段艰难时光，我要和中国朋友、
孩子们在一起，迎接抗‘疫’的最后胜
利。”2 月 9 日，Roma 用一口流利的普
通话，语气坚定地对记者说。

Roma 和妻子 Salma 及 3 个孩子，
曾于 1月 28日接到埃及驻中国大使馆
的电话，说有免费专机送他们一家回
国。此前，Roma 的父母多次催促他们
回国，遭到他们婉拒，这次大使馆提供
的帮助也被夫妻俩委婉谢绝。“我相信
中国能战胜疫情，我也想留下来帮中
国做点事情。目前我在这里很安全。”
Roma对大使馆的人说。

今年 33 岁的 Roma 出生在埃及，
成长在加拿大，2008 年大学刚毕业就
来到中国教书。独立、敢闯的 Roma 很
快迷上了中国，喜欢这里美丽的风景、

厚重的文化、好客的人们，当然还有美
味的中国菜。10 余年来，Roma 先后到
江苏、四川等地教书，去年 9 月又来到
安化县东坪镇。“这里是山区，位置偏
远，教育资源并不丰富，孩子们更需要
学好外语，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乡
的面貌。”Roma说。

“安化茶好人更好。这次疫情防控
期间，一些人到学校免费送给我们口
罩和蔬果，还给孩子们送来了玩具，许
多家长也通过电话和微信向我们问
好，令我们特别感动。”Roma 说，他每
天都看到工作人员给小区电梯消毒，
进店买东西也有人测量体温，让他心
里非常踏实。

疫情来袭，Roma在班级微信群里
发布长文告白：“我现在在中国……我
答应你们，我会一直在这里，帮助孩子
们。”Salma 每天也通过微信朋友圈为

“抗疫战士”加油，并给自己的3个孩子
录制了一段小视频上传网上，为中国
鼓劲。了解到学校正在为安化县人民
医院募捐，Roma又主动捐款。

力挺中国抗“疫”

埃及外教谢绝回国

湘水余波

千万不能贻误战机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余蓉）
2月10日13时许，在高铁长沙南站，又
有40名“医疗湘军”战士背上行囊，出征
武汉。他们将进驻武汉市江夏区方舱医
院，用中医手段阻击新冠肺炎疫情。

这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建的第
三批国家中医医疗队，也是我省首次派
出中医医疗队。队员们以呼吸科、重症
医学科、急诊科医务人员为主，来自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医药研
究院附属医院、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
永州市中医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醴
陵市中医医院等 7家医院，年龄最大的
57岁，最小的只有22岁。

当前，我省中医参与新冠肺炎患者
的治疗成效显著。截至2020年2月9日
24 时，中医累计参与救治 802 例，占总
确诊数的 91.24%。已出院的 186 例患
者中，有 166 例采用了中西医结合治
疗 ，出 院 患 者 中 西 医 结 合 治 疗 率
89.25%。“这次去武汉，就是要把我们
已经取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送过
去，发挥中医湘军的作用。”中医医疗队
领队、湖南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医管处副
处长蔡宏坤告诉记者。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
院长朱莹是知名中医专家，在内科临床
一线工作几十年，辨证论治，经验丰富。
得知组队消息，57 岁的她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她说：“抗击疫情是每一位医生
的天职，我也要上前线。”

“我是一名军人。这一次，我去不
了，就做好后勤，让妻子安心地上战场，
早日得胜归来。”在候车大厅，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危急重症医学科
主管护师陈琼的丈夫对记者说。夫妻因

工作关系两地分居，年前才刚刚团聚。
疫情当前，陈琼主动报名参加医疗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师
朱志文在胸外ICU工作了7年。此次组队，
她把刚满4岁的儿子托付给丈夫，毅然踏
上支援武汉的行程。临别时，她隔着口罩
亲了一下儿子的脸蛋，笑着挥手说：“妈妈

去打怪兽去了，你在家等妈妈回来。”
登车之前，队员们拉着横幅在候车

大厅合影，齐声呼喊：“我承诺，严阵以
待，备战有我，担当作为，冲锋有我，休
戚与共，胜利有我！中国加油！武汉加
油！”路过的乘客纷纷驻足拍照，竖起大
拇指为他们加油鼓劲。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刘永
涛）元宵节前后，湖南剪纸艺术家谢志
平、谢婧怡父女废寝忘食，联袂创作

《中国平安符》九幅剪纸作品，以特别
的方式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组作品艺术地呈现抗疫群像：
年逾八旬的钟南山院士、年过古稀的
李兰娟院士倾力出征；医务人员从死
神手中抢救病患，甚至为此献出生命；
奋战在一线的警察、建筑工人、口罩厂
工人、村干部、普通百姓等“平凡英

雄”。作品以中国风的青花瓷瓶造型做
底，“瓶”谐音平安，寓意早日驱除病
疫，人民恢复平安祥和的生活。作品中
九个场景均为抗疫一线的真实缩影，
通过巧妙构思凝练于方寸之间，用写
意手法生动再现英雄事迹。

湖南省剪纸研究会会长田茂军教
授表示，省内剪纸艺术家积极创作，以
艺术作品为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
员等鼓劲加油，是艺术家在特殊时期
的价值担当。

通讯员 田炆佳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湖南高校辅
导员把抗疫当作这个春节的特殊主题，
为学生守好“责任田”，志愿护好“一校
人”。

中南大学：
给学生送发口罩、消毒液、

体温计

中南大学全体辅导员、班导师、研
究生导师面向全体学生，持续进行细致
摸排，落实好学生异常情况“每日一
报”，密切掌握学生身体状况和学习、生
活情况。进一步做好寒假留校住宿学生
管理和预防，补充送发口罩、消毒液、体
温计等防护用品，提醒学生注意个人安
全防护，做到信息“每日一报”。及时通
过“中南云麓谷”等发布防控知识，强化
防疫宣传教育。

湖南师范大学：
全体辅导员投入疫情防控战斗

湖南师范大学学工战线全体辅导
员百分百投入到疫情防控战斗中，从疫
情排查、每日一报、咨询服务、安全宣教
等多方面出发，守好责任田、行动护学
生。历史文化学院辅导员第一时间联系
湖北籍等地的学生，为他们送去关爱和
温暖。生命科学学院辅导员依托网络平
台，推出“科科小提醒”栏目，及时做好防
疫知识普及和学生心理疏导等工作。文
学院辅导员及时跟踪学生身心健康动
态，得知一学生父母被感染，第一时间为
其父母多方搜集住院、救治信息，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学生父母得到有效治疗。

长沙理工大学:
为3万学生建立健康档案

长沙理工大学 158 名辅导员全部
结束假期，从“春节状态”转入“战时状
态”。分类分层对学生疫情信息进行网
格化排查和管理，每日进行点名、排查、
统计、报告，自上而下落实全员防疫。全
体辅导员建立了 3 万余名学生的身体
健康档案，实时动态把握学生的健康状
况;在建立湖北籍学生健康档案的基础
上，每天与每一名湖北籍学生联系一

次，及时掌握学生身体状况。发起“砥砺
同行，共同战疫”系列活动，引导学生掌
握科学防疫知识，凝聚抗击疫情的磅礴
青春力量。

衡阳师范学院：
摸排“不漏一人，不留死角”

衡阳师范学院学工战线自觉开启
线上办公模式，第一时间投入到工作
中。发布《致全体同学和家长的一封
信》，向全体学生和家长发出关注生命
健康、做好安全防护等倡议，通过辅导员
名师工作室等及时推送疫情防控知识，
引导学生不信谣、不传谣。各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牵头、辅导员划片包干，对所有学
生情况逐一摸排，每天详细统计各项数
据，做到“不漏一人、不留死角”。与此同
时，多名学工战线同志第一时间报名，充
实校园一线门岗带班力量，全力维护师
生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学校稳定。

长沙民政职院：
辅导员每天线上联系学生

长沙民政职院辅导员积极响应号

召，从阖家团圆的春节假期中毅然转入
紧张忙碌的抗疫前线。辅导员们每天通
过电话、QQ、微信等多种方式与所带学
生保持联系，严谨细致收集上报信息，
同时做好防疫工作的宣传员。引导他们
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让学生在校
外也能感受到来自学校的关爱。通过精
确到人的信息摸排、鉴别是非的舆情引
导、缓解焦虑的心理干预等一系列工
作，确保了全校师生组织成有机整体，
共同构筑安全屏障。

湖南机电职院：
24小时接受学生心理咨询

湖南机电职院 151 名辅导员(班主
任)全部结束休假，以最快速度建立了
12359 名学生的身体健康档案，全体
学生每天通过网络 APP 进行健康打
卡。根据疫情特殊情况，学院加强对学
生心理健康的引导，辅导员(班主任)
在线及时关注学生心理动态，坚持多
渠道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每天一一
咨询学生身体状况，点对点致电有感
冒、头疼、咳嗽等症状的学生了解情
况，传达关爱。开通专门渠道 24 小时
接受学生心理咨询，建立了“心晴机
电”心理援助群，由 12 位教师在线为
学生提供咨询服务，确保特殊时期学生
心理健康。

守护学生！湖南高校辅导员在行动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严晓博

庚子年的这个春节，很不寻常。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潘频华
教授忙得像个陀螺。同事们都说：“潘教
授将一天挤出了‘25 个小时’。”当然，

“25 个小时”形容的是他超强的工作强
度和超高的工作效率。

在过去两周，他踏遍三湘四水，急
赴怀化、邵阳、浏阳、常德，三入岳阳，深
入湘阴、平江，甚至远涉黑龙江。2 月 7
日，元宵节前一天，他又登上了开往武
汉的列车，作为主力接管武汉协和医院
西院区重症病房。

当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华夏大地上
骤然打响，潘频华以一名“白衣战士”的
姿态，冲到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最前线！

正月初一晚上 10 点，忙碌了一天
的潘频华才结束科室查房、回到家中。
湘雅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微

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凌晨 3 点半，他
还在处理相关工作；一个半小时后，他
又将写好的《对于我院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的几点建议》发到了群里。

为何农历新年第一天就通宵工作？
潘频华坦言“睡不着”。

难以成眠的背后，是作为医者的至
仁之心。

潘频华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阵营
中的一名老将，参与过抗击非典、禽流
感等大仗，尤为擅长呼吸危重症、呼吸
衰竭的诊断与防治。

疫情发生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集结
了56名专家，组建了14支医疗小分队，到
全省14个市州的定点医院开展医疗救助
指导和工作督导。潘频华被委任为湖南省
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高级专家组副
组长、所在小分队队长，重点参与全省危
重患者的救治及岳阳地区的疫情防控。

“我们相信，只要重症病人处理得

当，是能够降低新冠肺炎死亡率的。”潘
频华教授坚定地说。

与病毒赛跑，潘频华教授没有了上
班、下班的时间概念。他在各地定点医
院的隔离重症ICU、隔离病房和发热门
诊，全面了解情况，提出防控方案改进
建议；对多例重症、危重患者进行会诊
查房及病例讨论；针对全省医务人员，
他以远程视频会议的方式开展新冠肺
炎诊疗及防护知识的培训；在湘阴县基
层医院指导当地医疗救治工作时，他甚
至把仅备的几套防护服慷慨相赠。他还
利用午饭等间隙时间，见缝插针地接受
媒体采访，就新冠肺炎的预防向社会公
众进行科普。

潘频华教授的爱人肖老师也是医
务工作者，早已习惯先生“25 个小时”
的工作节奏。对于这个连顿团圆饭都没
吃的春节，她十分理解、支持：“作为呼
吸科医生，这是他的职责和使命。”

“百年湘雅，‘公’字当先。这是作为
一名医者、一名湘雅人的责任、能力与
担当。”潘频华说。

他将一天挤出了“25个小时”

剪纸抗“疫”情，父女齐上阵

湖南首批中医医疗队出征武汉
将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送过去

我们挺好 相信中国
——湖南工大留学生写信称赞中国抗击疫情

2月 10日，
高铁长沙南站，
由湖南省中医
药管理局组建
的第三批国家
中医医疗队启
程前往武汉。当
天，我省首次组
建中医医疗队
驰援湖北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