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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从新冠肺炎暴发至今，时间不急

不缓走过了寒冬，又到春暖花开日。
我在浏阳日报当记者已经11年

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看
到浏阳战“疫”第一线那些最普通的
民众，如同工蚁般在防控、在抗战，
在抵御病毒侵犯；我看到他们如同
拼图，一块块不管不顾地上前弥补
漏洞。我看到了抗疫“堡垒”是如何
筑造的——

妻子每天要测量64人次
体温，丈夫就为她消毒64次

2020年2月1日。多云。浏阳
市荷花街道荷花园社区。

“哧——”一束水珠喷射而出，
在阳光下形成一团水雾。刘爱娥张
开双手，闭着眼睛，任由丈夫拿着喷
壶对着她全身喷洒消毒液，头发、护
目镜、衣服、双手、裤子、套鞋，甚至
鞋底，无一疏漏。

刘爱娥，今年59岁，荷花街道荷
花园社区一名普通的社区医生，从
事医务工作已经44年了。新冠肺炎
暴发后，她接到上级任务，重点监管
本社区从武汉及周边地区返乡归浏
人员，每天给他们测量体温、记录数
据。

才上午9点多，刘爱娥已经上门
为 10 户重点监管对象测量体温。
第11户对象家住社区廉租房小区。

“35.7度，挺稳的。”刘爱娥从关注
对象手中接过体温计，看着数字，非常
欣慰。她手中有一张记录表，罗列着
每个重点关注对象的信息，登记着每
天两次的体温数据，只要对方的体温
稍微异动，她立刻就会有所察觉。

时间非常紧迫，这户对象刚监测
完，她就要去下一户。荷花园社区当
时有32名重点关注对象，住得极为分
散，刘爱娥每天上午、下午要各为他们
监测一次体温。如果时间衔接得好，
她能在中午12点半之前回家吃个午
饭，但多数情况下，她需要安抚关注对
象、传达防护知识，还需要和社区及时
交流讯息，诸多事务下来，她的中饭往
往是下午一两点钟才开始吃。

刘爱娥的丈夫张运祥已经60多
岁了，自从妻子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
他就不断告诫自己，决不能让任何“疏
忽”产生！为保护妻子，他在网上购买
了40多副护目镜、10套防护服、50多
副塑胶手套、上百件一次性雨衣。每
天出门，他给她戴头套、护目镜，给她
穿雨衣，戴塑胶手套，给她穿两双袜
子，穿套鞋……经他检查，妻子的防护
没有一丝漏洞他才放心。他陪同她去
工作，每结束一个重点关注对象的测
量，他就会立即上前为妻子消毒——
刘爱娥每天要测量64人次体温，张运
祥就为她消毒64次。

“不能不担心，她年纪也大了，本
身就是易感群体。”张运祥回头对我说。

眼前的刘爱娥和张运祥，都是60
岁上下的人了，原本就是颐养天年的
年纪，可他们并没有退缩。他们交代
父母和子女，近段时间不要往来也不
要担心他们。为了不把风险转嫁出
去，夫妻俩不和家人见面，不走亲戚不
与人聚集，甚至不和邻居说句话。一
天64次消毒，他家会用去两瓶消毒水、
两件一次性雨衣、两双手套，夫妻俩每
天的脚程更是遍布社区内13个村组。

冬日的街道异常清冷，我看着
刘爱娥和张运祥的白发在寒风中飘
扬，渐渐远去。这对夫妻，这简单至
极的一个家庭、两个平凡人，放在人
群中甚至毫不起眼，谁又知道他们
做了这么多事？可他们不在乎，年
纪不算什么，能力不算什么，他们的
肩膀，能扛多少，就是多少！

下午 4 点的阳光透过云
层，给武汉的天空渲染上一层
暖色。晚班途中的湖南湘雅
三医院呼吸治疗师向林军，不
由得在大巴上举起了手机。

或者，对于一车逆行的人，
阳光也为之感动而温柔以待。

这一天是2月19日。上午
11点，他在微信群看到护理队
长钟竹青发出的消息，他们科
室负责的患者首批有2人出院。

来武汉 12 天了，既快又
慢的 12 天，既紧张忙碌又心
情沉重的12天！

现在，仿佛在茫茫沙漠中
喝到了第一口水，些许的甘甜
让他和他们充满信心。

49 座的大巴，隔开坐着

15 个队友。他侧脸看看他
们，想和他们分享这一份心
情，可是都戴着口罩，谁能看
到他发自内心的笑？但他相
信，他们的心情与他一样。

想起第一次到达武汉同
济医院中法院区时，夜色四
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几
个大字在霓虹灯光中闪亮。
同济同济，同舟共济。危难之
时，湘雅与同济的医务人员走
到了一起，与全国医疗团队同
舟共济。

那天科室第一次收入病
人，不是没有困难的。设备耗
材不够，呼吸治疗师严重短缺
等等，而现在通过努力，基本
的设备逐步配备，呼吸治疗师

从6名增加到12名……
12 天来，这个队伍的成

员一直在抱团进行这场史无
前例的战“疫”。

2003 年 SARS 病毒肆意
蔓延时，医护人员作为中流砥
柱，其中的呼吸治疗师功不可
没。此后在许多心肺患者的
治疗和康复中，呼吸治疗师依
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去年 12 月，国家对呼吸治疗
师进行了职业认定。附三医
院目前共有 16 名呼吸治疗
师，在长沙也面临抗击疫情的
时刻，他们却派出了7名驰援
湖北武汉。队长李伟还是附
三负责培训队伍的老师，向林
军是队伍中的一员。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危
重病区35床的病情也如这天
气。

“我，我想吃饭。”这天，50
多岁的女患者正在上无创呼
吸机，声音微弱。站在床边守
护的向林军却听清了，忙给她
打开饭菜盒。

可她小歇了一会儿又说：
“我，实在没力气。”

记得她是 2 月 10 日凌晨
2点入病房的，那天是临时开
设的科室第一次收治病人。
现在是13日，她已经3天没吃
饭了。

“我喂你吃吧。”向林军给
她取下呼吸机说。

这天是武汉封城的第20
天。她是一个新冠病毒感染
的危重病者。

谁都知道，此时病人的呼
吸中携带病毒，而吃饭时不能
戴口罩。给她喂饭，距离过
近，尽管身着防护服，戴着口
罩和护目镜，但感染的风险亦
会加大。

令人头痛的是，取下无创
呼吸机后，她还咳了几声。

向林军把她扶起身来，开
始喂饭了。病人得不断加强
营养，才能自己挺过这一劫
难。

“不着急，慢慢吃。”向林
军先用勺子给她递上一小口
蛋羹，看她吃得不错，又夹给
她一个肉丸，再给她一小夹蔬
菜。确实太想吃饭了，她吃得
很好。向林军的心却不轻松。

吃了几口后，她便又忍不
住咳起嗽来。新冠病毒主要

是通过唾液和飞沫传染人，以
难以想象的速度在袭击着不
同人群，与此类病人同一空间
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训练
有素的呼吸治疗师迅速深呼
吸后，离她更近一点。在弯腰
喂饭时，他憋住了气。趁她咀
嚼下咽时，他直起身子，稍稍
往后退时，又呼上一口。一小
会儿，吃了几口的她竟持续咳
嗽，这时向林军却憋不住了，
急中生智，他忙转过身背对着
那些唾液飞沫。等她不咳了，
他又转过来，继续喂她吃饭。

一份饭终于吃完了，全身
被防护服包裹的向林军大汗淋
漓。不过看到她精神好了些，
他心里挺安慰的。给她摇床，
将体位转成45度，继续上无创
呼吸机。他丝毫不敢懈怠。

2月17日6时，向林军与
主管医生、湘雅三医院的呼吸
科副主任刘纯守在29床饶先
生旁，眼睛丝毫不敢离开病人
和监护设备。饶先生此时呼
吸频率上升至每分钟40次以
上，血氧饱和度波动在 90%-
93% ，动 脉 血 氧 分 压 低 于
60mmHg，呼吸氧合指数低于
100……

“给您上无创呼吸机，这
样可以更好地帮助您呼吸。”
林向军说。

“不不不，我不上，难受。”
饶先生连连摇头。这时的他
很焦虑，不愿配合。

向林军只好另择措施。除
了无创呼吸机，能最大限度帮
到他的，自然就只有经鼻高流
量氧疗了。向林军果断加大患

者呼吸支持力度，上调氧浓度
70%和流速。

“现在舒服些了。”不一会
儿，饶先生说。刘纯在一边指
导他呼吸：“加油！你现在要有
意识调节呼吸节奏，尽量缓慢
一点，不要着急。”饶先生在她的
指导下，一呼一吸，向林军则找
机会协助他进食。

“像您这种情况，是可以
治好的，但一定要配合呼吸。”
刘纯继续给他打气，告诉他要
点。

“现在好多了。”40分种后，
饶先生的呼吸更加舒服。70分
钟，氧饱和度温度达到93%以
上，但是2个小时后,他的呼吸又
达25-31次/分钟……如此反
复，4小时后,血氧饱和度终于能
维持到96%以上，呼吸也慢慢减

了下来。6小时后，复查动脉血
气 中 动 脉 氧 分 压 上 升 至
125mmHg，接班的王潇老师与
医生沟通后着手下调呼吸支持
参数。经过持续的呼吸支持、体
位干预、药物治疗以及潜在并发
症防治，饶先生终于在19日上
午脱离高流量氧疗。

死与生竟在一呼一吸间！
截止到20日，向林军所在

的科室累计有4位病情类似饶
先生的患者已经成功脱离无创、
高流量辅助通气，改为普通吸
氧。21日，有4例患者顺利出
院。23日，又有3名出院。在这
次武汉抗疫、特别是对危重病人
的治疗中，呼吸治疗师发挥了独
特的作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呼吸治疗师这种专业医师也进
一步受到人们的关注。

王
丽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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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回来隔离期间，她接到
父亲辞世的电话……

刘爱娥和张运祥并非单独在战斗，他们
身后还有许许多多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
方式为疫情防控出一份力，仿佛一座城市的

“堡垒”正在筑起。当防护工作遇到意外，如
同有砖瓦掉落时，怎么办？

保护，接纳。为帮助一个“从武汉回
来的隔离人员”，街道社区人员和乡镇乡
村人员拉起了一条战线。这个故事，从2
月2日那天说起。

清晨，雨一直在下，淮川街道西正社区。
刘立芳是诸多被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一个普
通人。她于1月16日应同学邀请去了一趟武
汉，1月19日回浏阳后主动向社区汇报，自我
隔离在家。可隔离期间，一个电话让她几近
崩溃：居住在老家官渡镇的父亲因心脏病突
发不幸辞世！对正在隔离的她而言，这无疑
是雪上加霜！

她哀求家人晚些安排老人火化，让她有
机会送父亲最后一程。算算日子，她从1月
19日到2月2日，这14天隔离期满，只要她
体温监测正常就可以解除居家隔离，能够赶
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可在2月2日早上8
点，她突然意识到时间来不及了——她正常
解除隔离的时间是中午12时30分，但父亲
的灵堂设在乡下且中午就会装殓，等她回到
家时，她已无法赶得上见父亲最后一面！

“请让我提前几小时回去吧！我等这一
面已经10多天了！”刘立芳恳切求道。

照理说，直到第14天早上她都很正常，不
发烧、无咳嗽、无异状，应该可以解除医学观察；
可离最后解除还剩4小时，如果有了变动她却
又离开了，后果谁能预测？责任谁来承担？

社区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医生
均感为难。见希望渺茫，刘立芳满眼是
泪。这时，西正社区主任周婷提议：是否
可以采取“居车隔离”的方式，让刘立芳早
些回家？刘立芳有私家车，只要她单独驾
车回到家乡后立刻去乡镇医务室继续隔
离到12点半，如果体温正常没有异状，就
可以在当地解除隔离。那时她见父亲最
后一面应该还来得及。

“可以！”刘立芳的眼神重新有了神
采，她连连点头保证会一直呆在车上，只
要让她早些回家，离父亲再近一些，她也
能安心一些。

刘立芳的车在上午 10 时零 3 分到达
乡镇老家，变故却发生了。

由于接收“尚在隔离期内的人员”，乡镇
需要重新建立她的隔离数据档案，刘立芳的
社区医学隔离时间是从1月19日中午12时
30分离开武汉算起，到乡镇后，她此前的票
据遗失了，无法为自己证明。关键时刻，刘立
芳一个朋友证实她确实是19号离开的，只是
对方提供的有效证据是下午2时，乡镇备案
登记时，最终还是以2点为准。

于是，刘立芳的隔离解除时间从12时
30分，变成了14时——这样算起来，她如
果身体正常到下午两时解除隔离，她的父
亲却已经装殓送到火葬场了，她依旧无法
再见父亲最后一面！

虽然“原则”不能变，但与新冠肺炎战
斗是为了什么？不正是为了我们所向往
的美好生活，为了和我们家人的团聚吗？不
能放弃刘立芳的愿望！为此，社区和乡镇人
员都在想办法帮她。殡仪馆无法更改老人
火化的时间，好在乡镇打听出遗体火化前，家
属可以见遗体最后一面。于是大家决定继
续“居车隔离”，将刘立芳送到殡仪馆门口，等
候和她父亲作最后的告别。

2月2日14时，殡仪馆门口，刘立芳最后
一次测量体温维持在36.6℃，终于通过了14
天居家隔离的医学监测。在转移了三个“隔
离”地方后，社区工作人员最终在殡仪馆门口
宣布：刘立芳身体健康，解除隔离。

此时，刘立芳父亲的遗体也已经随灵
车来到殡仪馆，

“谢谢，谢谢你们！”刘立芳噙着眼泪
和大家告别后，小跑步跟上了灵车。她悲
痛的内心又充满了感激。这一路，从隔离
开始，她感觉到的并非是“排斥”，而是关

怀和爱，她理解所有人
对她的严格，更感恩所
有人对她的体谅和帮
助。

我为刘立芳感到
欣慰，为城区的社区工
作人员、乡镇的村部工
作人员携手圆了刘立
芳的念想而欣慰，为一
路“居车隔离”“转移隔
离”的爱护而欣慰。我
们的敌人是新冠肺炎，
为此整个山城都在奋
斗，我们严防死守、不
留空当，我们把严冬一
样残酷无情留给了疫
情，把春天般的温暖给
了每一个家人。

一家六口的“战”疫

“堡垒”还在垒砌。
我看到了一个家庭，一家六口，

上至父母双亲，下到儿子儿媳、女儿
女婿，都在新冠肺炎阻击战一打响时
就冲在了一线。如果在地图上对这
一家人进行标注，会看到他们的行动
轨迹，每一天都在各自忙碌着。整整
40 多天，他们一家人未集体见过一
面。

2 月 20 日，荷花街道南市社区，
吴三荣正在全面统筹整个社区2万多
人的防控工作，她是南市社区的党总
支书记，除了大大小小的工作，她自
己还监管着“四包一”居家隔离对
象。加班已是常事，就算是晚上在家
也是电话不断、安排不断，有段时间
她甚至三餐主食都是方便面。

2月21日，走进浏阳市第七医院
精神科大楼，吴三荣的丈夫胡治安在
看门诊。据统计春节期间，他一天就
接诊了四五十人。精神病患和其他
人不一样，他们很难控制自己，也无
法回答医生问题，所以都是家人们一
起陪同就诊，这也给胡治安的诊室带
来了很大的风险，但是坚守，是他整
个春节的状态。

2月24日，吴三荣经隔离后的儿
子胡君终于出现在办公室。他也是
医务人员，此前接到的任务是照顾一
批“武汉人士”，这批人中有从雷神山
回来的建筑工人、有从武汉旅游回来
的返浏人员，他每天要给他们测量体
温、排解焦虑、解决求助，实际上他自
己又何尝不紧张！“我每天都对自己
说：洗手洗手！不要疏忽！不能大
意！我儿子才5岁，我老婆还怀着二
胎，家人们都等着我平安回家呢！”

新冠肺炎阻击战打响时，胡君的
妻子黄玲所在的老年二科全方面封
闭运行，家人不能探视，闲人不得出
入。科里有100多名老人，其中10多
人是陪家人过完年回来的，这批“返
院”老人不得不在另一处所隔离起
来。黄玲已经怀有6个多月的身孕，
她每天的任务就是给这百多名住院
老人包括有潜在风险的“返院老人”
喂药、喂饭、洗身、擦拭，仅仅是一个
回型的科室场所，她每天的步行数量
居然达到了2万多步！

2月24日上午，第七医院精神科
大厅，吴三荣的女儿谭蕊在工作，她
负责挂号、收费、办理出入院手续。
她面前是一个小小的窗口，挤满了
人，因为戴着口罩又隔着窗口不好交
流，前来办理业务的人总是下意识把
口罩摘了，大声说话，凑近又凑近。
谭蕊并没有害怕或者抵触，而是不断
微笑着重复：“您好！我正在帮您办
理，为了您的健康，请戴上口罩。”

2月25日一早，走进高坪镇双江
村，谭蕊的丈夫刘飞瑶正在做资料汇
总，将手头工作做完后他穿上志愿服
拿上喇叭，沿着村道去宣传新冠肺炎
的防控知识。满脸是胡子，神情也有
些疲倦，算起来刘飞瑶从初三开始加
班坚持到如今，有 20 天无一天休息
日。最开始的工作是进村摸排、巡逻
宣传，然后是对接从武汉及周边地区
回来的 3 个家庭 8 口人，每天两趟前
去测量体温，再在村上“疫情防控点”
给来往车辆测量司机体温，之后又是
三班倒对疑似病例亲密接触对象进
行24 小时隔离监控。如今他除了正
常工作，还接手志愿宣传工作，要求
村民们继续勤洗手、不扎堆。

“从加入疫情防控到如今，一个
多月了，我们一家人还未真正见过一
面。”吴三荣说，疲惫、忙碌、压力……
这些都不能打倒他们，甚至对家人沉
甸甸的思念和担忧，也不能让他们停
下脚步。“不是不想见面，而是还不是
见面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
待到疫情结束，不止我们一家人，千
家万户都能团聚！”

从打响阻击战开始，浏阳换来的
最美胜利是“疫情低风险区”。而这
背后，那座透明的“堡垒”，每一块砖
石每一片防护，都是浏阳所有人用必
胜的信念、豁出去的勇气，融合着爱
和温情而筑造。

浏阳人用生命守护着自己的家乡，
已经度过了疫情最艰苦的时候，没有死
亡病例，没有新增确诊病例，这没有背
后，饱含着每一位普通浏阳人的汗水，
饱含着每一位普通浏阳人甘心情愿的
牺牲。

抗疫“堡垒”
是如何筑造的
——浏阳战“疫”中普通人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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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班途中的向林军在大巴上用手机拍下了这张温暖美丽的夕阳图。 通讯员 摄

向林军与同事们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院区B7西病房。 通讯员 摄

张运祥为妻子刘爱娥消毒。 彭红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