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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黄冈 20 多天，
“长大”了 1 岁
——记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 90 后队员、省人民医院护师黄思斯

黄思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28 岁
的生日会在黄冈度过。
3月12日那天，
湖南省人民医院通过
远程视频，
给在黄冈的医疗队队员们过了
个集体生日。由于疫情期间不能
“动”
嘴，
大家拍手“吹”灭蜡烛，这让黄思斯感觉
“挺特别的”
。随后，
家人突然出现在画面
中。黄思斯说，
这是终身难忘的生日。
1992 年出生的黄思斯，
从小就是父
母眼中的“乖乖女”。
“我想学英语，但是
父母希望我读护理。”于是，她成了湖南
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的护师。
到黄冈之前，
她有些迷茫，
觉得每天
的工作不过是“按部就班”。现在，黄思
斯找到了对这份职业更深的认同感：
“我
觉得我是被人需要的，
是有价值的。
”
让她感觉“被需要”，找到“价值”

的，是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湖南重症监
护室（ICU）的患者。
越贴近患者，黄思斯越觉得面对的
不仅是人的
“病”
，
更是病的
“人”
，
人的不
安、
人的消极、
人的悲观。她在湖南 ICU
护理的第一位患者是
“7床叔叔”
。7床叔
叔原本极不愿意配合治疗，因为病情没
有按预设轨道行进，
“他觉得治了这么久
都没治好。
”
一时让黄思斯束手无措。
瞧着 7 床叔叔和父母年纪差不了
多少，黄思斯尝试用平时在家哄父母的
那招，
“我们这里的医生都非常专业，您
就专心养病”
“您要吃点东西，要不很难
恢复的”
“胃口好了，
病才会好哦”……
经过不断地安抚与鼓励，7 床叔叔
脸上没了刚来的悲观情绪。黄思斯还
发现，他有了“多喝牛奶、早日康复”的
念头。7 床叔叔可以转到轻症病区的
那天，对黄思斯说他不想走。
“他说舍不

得我们的照顾。”这一刻，黄思斯是喜悦
和满足的。
刚来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时，黄思
斯并不是这种心态。她恐惧病区里咳
嗽的患者，不敢靠近；总疑心自己的护
目镜没戴好，防护装备不齐全。除了调
整心态，最关键的是，湖南 ICU 简直忙
得由不得她多想。
“来了这里，哪能混一天算一天？！”
在湖南 ICU 里，前辈们给黄思斯上了很
重要的一课：人文护理。有时帮助患者
清洗伤口，
她穿上厚厚的防护服，
做一个
动作都要喘上好几口气；有时患者“挑
剔”
食物，
她会根据每个患者不同的身体
状况与口味，
搭配好吃又营养的饭菜。
没有谁天生就是英雄。在黄冈的
20 多天，
“长大了 1 岁”的黄思斯仍然年
轻，
“但可以让父母放心，让国家放心。”
（湖南日报黄冈 3 月 17 日电）

黄思斯。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穿上这身白大褂，就要对得起它”
——记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东院重症医学科护士刘念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郭颖莉
3 月 18 日上午 8 时，经过隔离期和
休整期，23 岁的刘念回到了熟悉的工
作岗位——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
八医院）东院重症医学科。
“参加一线抗疫是我人生中难得的
一次学习机会，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
磨练。”记者眼前的刘念穿着一身洁白
的护士服，话语铿锵，青春洋溢。
1 月 23 日，长沙市中医医院发出抗
击疫情志愿者征集的号召，刘念主动报
名请求出征。医疗队出征的那天，稚气
未脱的刘念让医院护理部主任郑朝晖
十分怜惜，为她捏了一把汗。刘念自信

记武汉市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湖南支援队队员张园
——

湖南日报记者 金慧

守护老人平安

3 月 19 日，是张园来到
武汉的第 27 天。张园是武
汉市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湖
南支援队队员之一。
“这是我好不容易争
取到的机会。”已在长沙市
第 一 社 会 福 利 院 工 作 10
年的张园，瞒着家人主动
报名赴武汉。
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有
180 多 位 老 人 ，武 汉 封 城
时，院内仅 20 多名工作人
员，大部分还没返岗。因
院内有过确诊病例，所以
老人全部单间隔离，对护
理员和护士的需求特别
大。为此，湖南省民政厅、
长沙市民政局组建了一支
34 人的养老服务支援队，
于 2 月 22 日紧急前往洪山
区社会福利院。
“除了吃饭和睡觉，其
余时间都在工作。”张园的
主要任务是为福利院进行
防疫信息培训、
日常清洁消
杀、老人身体检测、捐赠物
资发放等，六七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
所，
每次出来时都是汗流浃背，
心慌气促。
记得第一次给“三区”
（清洁区、缓冲
区、污染区）通道做消杀时，喷洒的 84 消
毒液浓度可能有点超标，穿着防护服的
张园一进门，就呛得呼吸困难，但她仍坚
持完成工作，把护目镜、防护服、拖鞋等
物品在高浓度消毒液里浸泡。
“ 那一整
天，喉咙都火辣辣的。
”她说。
福利院不同于其他地方，
护理员做好
自身防护很重要，
同时更重要的是防止交
叉感染。院内许多老人需要特殊护理，
要
喂饭、擦洗、换药包等。
“我们非常小心，
照
料完一位老人后，
都要对自己进行消毒处
理，
才能进入下一位老人房间。
”
张园说。
疫 情 并 不 可 怕 ，可 怕 的 是 没 有 希
望。湖南支援队队员每天在陪伴中，为
老人送去关怀和希望，为老人划好一个
“安全结界”，保护大家平平安安。
“ 老人
们都还乐观，不能出去就在房间里做操、
打太极。
”张园说。
有一次，张园在柏奶奶房间里做消
杀时，奶奶问：
“你们下班后能出去吗？”
张园第一反应是：
“ 您是不是想买什
么东西？我们不能出去，下班后也和你
们一样待在自己房间。
”
“我不要买东西，
只是可惜了这么好的
天气，
你们都不能出去看看武汉的美景，
好
像外面的花都开了！
”
柏奶奶很遗憾。
“奶奶您放心，
我们再坚持几天，
就可
以一起出去散步赏花了。
”
张园笑着说。

地笑笑：
“放心，我可以的。”她回忆说，
当时就有一股年轻人的劲，有种不知
“天高地厚”的勇气。
进入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的
第二天，刘念被安排到了重症病房。为
了防止交叉感染，工作的时候都是全副
武装，有时候，她闷得鼻子吸气困难，要
张大嘴使劲呼吸才行。一天下来，脱下
防护服浑身湿透，手被汗水泡胀了，嗓
子嘶哑了，脸上甚至压出了水泡。
作为第一批支援长沙市公共卫生
救治中心的医疗队队员，没有任何经验
可取，只能摸索着前行。重症病区没有
一个本单位的同事，每天紧张后的孤独
让刘念感到有些无助。除了护理工作，

刘念还要照顾重症患者的吃喝拉撒。
这对于参加工作才 2 年的她来说是不
小的考验。面对困难，刘念硬是凭着毅
力挺了过来。
每次与家人视频，她虽然报喜不报
忧，但眼泪会不自觉地流下来。父母担
心她的身体，隔三差五做菜炖汤送过
来，也只能远远相望。父母鼓励她，
“女
儿呀，这是个磨炼”。与父母短暂的相
见，给予了她巨大的勇气。上班时是无
坚不摧的战士，下了班是个希望有人疼
的孩子，捧着香喷喷的家常菜，刘念几
次偷偷地落泪。
战斗的日子很苦，但也有很多暖心
的细节。有一天，她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在病房来来回回忙碌，
闷得浑身冒汗，
感
觉胸口憋闷要晕倒了。患者刘阿姨看见
了，不顾自己病重，连忙将她扶到椅子
上，
嘘寒问暖的话语如同母亲一样。
刘念说，每当听到患者表达谢意、
看到患者感谢信上句句暖心的话语，就
感觉自己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付出多少
辛苦都是值得的。
30 多天的磨练，让刘念变得更加
成熟稳重。
“作为年轻人，穿上这身白大
褂 ，就 要 对 得 起 它 ，苦 点 累 点 不 算 什
么。能为这场战
‘疫’
做点贡献，我浑身
充满了力量。”3 月 8 日，结束了 14 天隔
离期的刘念平安回家，吃到了心心念念
的藜蒿炒腊肉。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

“让患者痊愈，
就是坚持的动力”
——衡阳市中心医院医生谭思战“疫”
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王梅 通讯员 殷君发
“在隔离病房工作时，每天都很充
实。忙碌的同时，也收获了一路感动，
患者痊愈，就是坚持最大的动力。”3 月
18 日，衡阳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治
医师谭思自信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她说，这次战“疫”，
终将会获得全胜。
疫情暴发初期，大家对新冠肺炎
都很恐惧。
“ 研究生期间，我专攻传染
病学，清楚只要防护做到位，被感染的
风险还是很低的。”今年 33 岁的谭思毅
然选择主动请缨，前往衡阳市新冠肺
炎集中救治隔离病区。
2 月 10 日，谭思进入隔离病房工
作。
“每天穿戴防护装备，就要花近 1 小
时。”谭思回忆道，穿上这些装备后，平
常半小时能完成的任务，在这里要 1 个
多小时才能完成。
“结束第一天的工作
后，我整个人都虚脱了。我心里很焦

虑，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
”
自己的状态还没调整过来，新的
问题又接踵而至。
“ 我胃口不好，不想
吃饭，你们不要劝我了。”刚进入隔离
病房的第二天，今年 70 余岁的患者彭
奶奶闹起了小脾气。彭奶奶患有脑梗
塞、糖尿病等基础病，这次患新冠肺炎
后，咳嗽比较严重，加之家人不在身边
陪护，
情绪一度很低落。
“彭奶奶，想家人的话，我帮你打
视频电话好不？对了，你是不是喜欢
吃苹果，我削点苹果给你吃呀。”谭思
联系彭奶奶家人，了解到老人的喜好，
时不时过去和她聊聊天。
彭奶奶的心扉渐渐打开。
“ 你看，
今天我们病房又有 3 个人出院了，这个
人年纪和你差不多，身体还没你好，不
也健健康康出院了……”彭奶奶若有
所思地点了点头。
“姑娘，你去外面歇息去，我身体

好着呢，有事我就按铃。”2 月 16 日晚
上，情绪好转的彭奶奶，开始心疼谭
思。彭奶奶转变，让谭思非常欣慰和
感动。
感动的不止这些。2 月 18 日，
患者
集中做 CT 检查，
从隔离病房到 CT 室，
要上下楼梯，
有一段距离。有些患者走
动不便，
医护人员便用轮椅推送。帮忙
按电梯、
在有楼梯处搭把手……整个做
CT 的途中，很多轻症患者，都化身“志
愿者”，
帮着谭思等人。
“在做咽拭子检测时，会有口腔刺
激，很容易呛咳。很多患者都强忍着，
生怕将病毒传染给我们。”谭思说，看
到患者憋红的脸，
自己也红了眼眶。
“学医这么多年，付出了很多，收
获更多的，还是感动。”谭思坦言，医学
知识在不断更新，每个患者的情况也
都各有特点，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学
习，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绽放，以青春应有的姿态
——桃源县抗疫一线的青春剪影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郭婧
3 月 17 日中午，记者在桃源县浔
阳街道一家理发店门口，遇到鞋上沾
满泥土的刘超。他刚下村走访回来，
一路都在构思辖区春耕生产的稿子。
见到记者，刘超眼睛一亮，谦虚地
说：
“老师啊，干你们这一行，真不容易
啊。”钻进理发店时，他还不忘打趣，
“等我剃掉抢夺养分的头发，思路就清
晰了。
”
今年 23 岁的刘超，是浔阳街道党
政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参加工作不到
一年。疫情发生后，这个“初出茅庐”
的大男孩，坚守岗位，已有 50 多天没回
常德市鼎城区的家。这期间，只要忙
完分内工作，他就像“新闻战士”一样，
用手中的纸和笔，记录抗疫一线感人
的点点滴滴。
“村里有个小姑娘，主动当起防疫
志愿者。有她在，我们加起班来，都觉
得特别起劲。”一次在铁船堰村走访
时，刘超从村干部口中，听说了 00 后
志愿者刘昕雨的事，
顿时来了精神。
在村口的执勤点，刘超见到身材
娇小、性格腼腆的刘昕雨。尽管戴着
口罩，可她向村民宣传防疫知识时，总
是 笑 眼 弯 弯 ，如 邻 家 女 孩 般 格 外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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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暖暖的阳光下，这美好的一幕，让
就是未来自己也要有的样子。
刘超情不自禁掏出手机，
按下了快门。
防疫一线，感动不曾断线。3 月
刘昕雨是一名大二学生。寒假期
1 日，刘超收到洞庭宫社区民兵连长鲁
间，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冲在防疫一
科希转交的一笔“爱心款”。捐款人冯
线。
“学校没开学，能为村里出一份力， 义臣，1998 年出生。他在读大二时参
也是应该的。”作为一名志愿者，刘昕
军入伍，成为新疆建设兵团的一名战
雨在防疫一线不知疲累，宣传、排查事
士。远在千里之外，冯义臣通过微信
事抢着干。
“云助力”，为家乡抗疫贡献自己的力
“思思，你一定要做好防护，照顾
量。
好自己和小宝。”2 月 5 日中午，刘超在
刘超身边，还有一个“小鲜肉”团
天子岗社区志愿岗，恰好碰见社区工
体——浔阳街道 18 个村居的党建联络
作人员刘志敏和妻子微信视频。
员。杨彪、邓玮、宋静……95 后的他
刘志敏今年 27 岁，他的妻子钱思
们，都是集体里最小的干部。防疫战
思，是桃源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的一
线连轴转，没一个人喊累。返乡村民
名护士。疫情暴发后，同为党员的小
田万军一家，在居家隔离期间缺少生
两口，将 2 岁的女儿托付给父母照看， 活物资，杨彪送货上门；社区门店开业
各自奔赴防疫战场。
35 家，邓玮逐户登门指导防疫；公共场
“还让她到医院冲锋陷阵，多危险
所需要消毒，宋静二话不说，背起几十
呀！”得知钱思思已怀二胎 6 个月，刘超
斤的喷雾器，双肩被勒得生疼……每
十分惊讶。刘志敏却说：
“我面对的是
每将采撷的素材成稿时，刘超的双眼
群众，她面对的是患者，就像她理解我
总会被泪水模糊。
一样，我也懂她作为医护人员的那一
来时一身书卷气，此刻两脚泥土
份坚持。
”
香。
“ 让我来”
“ 我愿意”……一声声坚
还没谈过恋爱的刘超，或许不太
定的回应，如同青春的音符，跃动在广
能理解这对年轻夫妻的相互支持，但
袤的桃川大地。这群大人眼里“长不
从刘志敏的那份笃定里，看到了一位
大的孩子”，却在这场战役中褪掉稚
丈夫、一位父亲的成熟与稳重。他想
嫩，以青春应有的姿态，舞出了一道最
起了《你的样子》那首诗，顿时觉得，这
靓丽的风景。

我在防护服上画了个生日蛋糕
3 月 18 日 星期三 晴
不知不觉，
到武汉已经27天了。今
天上的是早班，
我坐上去金银潭医院的
班车。一路上迎着朝霞，
心情愉快，
因为
我们在重症病房抗疫连连告捷，
顺利转
战普通病房。今天又是我母亲 74 岁的
生日，
我要第一个给她送上生日祝福。
一路上，母亲对我的点滴付出涌
入脑海。这么多年来，
我结了婚，
有了
两个孩子，是母亲始终给我和我的小
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出征武汉前一
天，正好是我 35 岁生日。母亲一边偷
偷抹眼泪，
一边烹制了一大桌子菜，
说
是为我庆生，更是为我饯行。到了武
汉后，每次跟她视频，她说着说着，总
是忍不住哽咽。想到这些，我鼻子发
酸，
给母亲打电话，
却一直没有接通。
我穿戴整齐，
准备进入病房，
我的生
日祝福依旧未能如愿送出。我只好在防

护服上写上
“妈妈，
生日快乐”
字样，
并画
了一个大大的蛋糕。不料，
刚进病房，
就
引来了不小的
“轰动”
“
。胡护士呀，
今天
是你妈妈生日呀。祝你妈妈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晓娜护士，
你妈妈养出你这
样优秀的女儿，
真了不起”
……严阿姨拿
出手机硬要给我拍照，
还说：
“我知道你
们上班不能看手机，
我帮你拍个照发给
你母亲看，
她肯定高兴！
”
严阿姨拍完我，
还拉着我跟其他同事合影。陈叔叔偷偷
在后面凹造型抢镜。那一瞬间，
阳光洒
进来，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严阿姨核酸检测已经转阴，再复
查一次，就可以出院了。我们病房还
有好几个即将出院的患者。我很辛
苦，
也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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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晓娜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想念家乡的味道
亲爱的老婆：
今天是平凡的一天。因为收到
你寄来的礼物，
显得不平凡了。
打开礼包前，战友们问我想收
到什么礼物，我毫不犹豫地说：妈妈
给我包的粽子，
这是家乡的味道！
打开第一个礼包，真的是妈妈
包的粽子。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谢谢你，老婆！我们都是医务工作
者，没有多少时间回老家看望爸爸
妈妈和 90 多岁的奶奶、外婆。好不
容易，今年我们调好班，回浙江衢州
过年。但疫情发生，农历正月初一，
我们商量要尽快赶回单位，前方可
能需要我们。正月初二，我们回到
单位待命。
打开第二个礼包，我激动得忘
乎所以。长沙口味虾呀。这是我们
支援黄冈医疗队所有队员心心念念
的。我们的心愿就是，凯旋之时，痛

痛快快地吃一顿长沙口味虾。
亲爱的老婆！原本我们准备一
起来湖北并肩作战。组织上关心一
线 医 务 人 员 ，不 安 排 夫 妻 同 上 前
线。你就留了下来，以弱小的身躯，
扛起家中的重担。
我想念你，想念我们的两个儿
子，真想早日回到你们身边。对不
起啊。今天得到消息，湖南医疗队
需要留下一支小分队。我们 6 个人
请战，申请留下来，和黄冈人民战斗
到底，
战斗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
谢谢你寄来的礼物。请多保重！
爱你的政华
2020 年 3 月 17 日晚
（作者：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
员、湖南省脑科医院成人精神科副
主任医师 方政华）
（通讯员 石荣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湖南多所高校开启
研究生毕业论文线上答辩
湖南日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易
禹琳 通讯员 田炆佳）记者昨天从教
育部门获悉，为不影响研究生学位申
请工作的正常进行，疫情防控期间，中
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
沙理工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省
内多所高校纷纷通过线上方式，开展
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或预答辩，以帮
助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
据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将开学
前应进行的预答辩和学位申请有关事
宜全部改用网络形式实施，早在 2 月
10 日就组织了第一场博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视频预答辩。中南大学近日宣

布该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环节
（包括学位论文预审、检测、评审和答
辩）全部通过线上进行，所有线下需提
供的相关纸质材料待学校正式开学后
补交。3 月 7 日，湖南大学举行首场研
究生学位论文在线答辩，外国语学院
博士研究生贾艳芳成为首位在线答辩
并通过的博士毕业生，该校工商管理
学院 MBA 研究生腾晶晶也通过网络
视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湖南
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明确研究生学位论
文预答辩可采用线上视频答辩或线上
评阅方式进行，预计所有研究生预答
辩工作本月底前完成。

湖南首张网络货运牌照落户岳阳
湖南日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张
南省乃至全国广泛的社会资源，缩短
璇）3 月 17 日，湖南省第一张网络货运
物流产业的交易链条，实现物流模式
资质授牌仪式在岳阳市城陵矶新港区
多样化、定制化、简约化。
举行，湖南新港智通物流科技有限公
该平台还与行业监管平台的大数
司成为全省首家被授予该资质的企
据共享，植入区块链技术，真正实现
业，标志着岳阳互联网智慧物流服务 “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结算流”四
水平走在全省前列。
流合一，让监管更精准。平台自身植
新港智通是该区重点招商引资、 入大数据算法、征信服务、岳阳及全国
由城陵矶新港区口岸实业公司推动运
的物流行情分析等功能，除了为司机
营的科技创新型智慧物流平台型企
朋友带来更稳定的货源，降低空驶率
业。据介绍，新港智通借助自身的“智
外，也能为行业带来金融、保险、油品、
通三千”互联网物流平台优势，整合湖
ETC 充值及其他供应链衍生服务。

全国医护人员可免费游长沙方特
3 月 18 日，
市民在长沙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参观游览。当天，
该园对公众
恢复开放。长沙方特还推出
“医护人员免费入园”
公益活动，
自 3 月 18 日起至 12
月 31 日，
全国医护人员凭本人身份证、
医护资格证明等相关证件，
经指定渠道核
验，
即可免费入园游玩。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谢水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