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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言：主动请缨，他们
以仁心践行使命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姜利在武汉奋战
了3个多月。大年初一，姜利就
进入了武汉疫情“暴风眼”——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她被问过多次，“你害怕
吗？”“还是有一点害怕的吧？”

她总是回答，“还行吧。”
因为，作为一名医生，她没

有时间恐惧，所有的关注都在
病人身上，“来不及恐惧”。

当未知病毒来袭，有这样
一群人，他们主动请缨，率先站
在抗疫一线。

“我先上”“若有战，召必
回”“说上就上”……正是怀着
救死扶伤的坚定信念，广大医
务工作者心手相牵、并肩作战，
率先构筑起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安全的坚固防线。

哪里最危险，党员医务工
作者就战斗在哪里。疫情面前，
他们冲在前头，第一时间扑身
战“疫”一线。

“我是党员，我不上前线谁
上前线”——大年初一，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党支部书记罗凤鸣就带着
21 人的队伍，逆行而上，直抵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在疫情前线，还有一种光
荣叫“火线入党”！

农历大年初一，正在援藏
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医生徐永昊响应组
织召唤返回广州，来不及休整，
就马不停蹄投入到抗疫斗争
中。在抗击疫情一线，他再一次
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现在是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真情的时
候，正需要党员站出来了！”

阻击疫情，“白衣战士”们用
迎难而上的选择，诠释初心使命。

火线：坚守一线，在生
与死的“战场”绝不后退

最危险的地方，有着无惧
风险的主动请缨，更有着挺立
一线的孜孜坚守。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
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
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疫
情暴发以来，身患绝症渐冻症
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
宇与时间“赛跑”，把冲锋在前
视为自己的本职。近日，他被授
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迎战疫情，还有无数个奋
战一线的“张定宇”让人们感
动、泪目。

——坚守！战场在哪里，他
们就战斗在哪里。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感染管理科主任李六亿作为
国家专家组成员，驰援湖北、赶
赴绥芬河、转战舒兰，在第一线
战斗了 136 天，经常一天就要
奔波于多个地方。

全国各地和军队的346支
医疗队、42600 名医务工作者
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包括多名
院士在内的呼吸科和传染科专
家、全国 10%的重症医务工作
者奋战在“主战场”武汉。此次
医疗支援行动，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坚守！人民在哪里，他
们就守护在哪里。武汉市武昌医
院院长刘智明一直战斗在临床
一线，带领全院职工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他常常工作到凌晨，和
职工一道连夜加班改造病区、腾
挪病房、进行病房分区，连续多
日疲劳作战的他不幸感染新冠
肺炎牺牲，年仅51岁。

“湖北加油”“中国加油”“逆
行不独行”“别害怕，我们一直都
在”……阻击疫情一线，这些“白
衣战士”们写在“战袍”上的暖心
话语，写下的不只是承诺与期
盼，更是直抵人心的人间大爱。

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

既倒。
从开展社区流调筛查、进

驻方舱医院到重症救治、科技
攻关、中西医结合治疗……“白
衣战士”始终发挥着火线上中
流砥柱的作用，像钉子一样坚
守阵地，扼住病魔的咽喉，绝不
后退半步。

他们中，有人在生死毫厘
间抢救生命，有人用脚步丈量
出社区防控的中国经验，有人
用中医良方驱赶病魔……在不
见硝烟的“战场”上，他们用仁
心仁术书写了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中国答卷。

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接力奋斗

中国医师节这天，80位临
床一线的优秀医生接过了行业
最高奖——“中国医师奖”的奖
杯。他们来自重症、呼吸、感染、
中医、全科、公卫等 30 多个专
业，在各自岗位上为疫情防控
作出了突出贡献。

“团结合作是我们抗疫胜
利的终极密码。”获奖者之一、
武汉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
说，在雷神山医院，全国9个省
市、286 家医院的 3202 名医务
工作者并肩作战，没有地域概
念，没有中医、西医的理念差
异，每一个人都围绕着更好救
治患者展开工作，彼此启发、无
私分享。

如今，疫情正在全球肆虐，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医学呼唤着更广泛的合作
与创新。中国医务工作者，正站
在历史、当下和未来的交汇点
上，承担着新的使命与担当。

从援藏帮扶，到回粤抗疫，
再远赴伊拉克……一年来，医
生徐永昊感慨，自己经历了一
次难忘的人生历练。

在支援伊拉克抗疫的 50
天里，徐永昊与当地医护人员
并肩作战，成为战友、伙伴和朋

友。徐永昊说，这一全球性的公
共卫生危机也让中国医务工作
者有机会走上国际舞台，不只
在医术和学术研究上寻求前沿
突破，更要为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而奋斗。

参与指导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筹建；组建由国内和海外
医学专家共千余人组成的抗疫
远程医疗队；向殉职医师家属
发出慰问信和慰问金……作为
近 400 万医师的行业组织，中
国医师协会在抗疫期间发挥专
业技术力量强、号召力强的优
势，成为联系海内外、保护医生
和患者、共战疫魔的桥梁。

中国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
董家鸿院士说，疫情下的中国
医师节将是一个契机，进一步
提升中国医生的荣誉感、责任
感和使命感，让全社会尊医重
卫的氛围更加浓厚，激励广大
医师当好人民的“健康卫士”。

疫情下医务人员队伍建设
任重道远。

当前，我国医师队伍建设
稳步发展，医疗技术水平不断
提升。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卫
生人员总数达 1292.8 万人，其
中卫生技术人员1015.4 万人，
执业（助理）医师386.7万人。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康焰看来，经历疫情
锤炼，中国医务工作者在应对传
染病中更加专业从容。“好多‘90
后’‘95后’护士在这次疫情中不
怕牺牲，冲在前面，我感到很放
心，咱们医学事业后继有人。”

刚刚结束北京等地的疫情
救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
主任王贵强一个月前又驰援新
疆乌鲁木齐。回首这忙碌的大半
年，他最感到庆幸的是，从2017
年到2019年底，中华医学会感
染病学分会一直坚持在全国各
地开展培训，培训了近6000位
感染科主任和骨干医生。

“这次抗击新冠疫情，很多
感染科骨干冲在第一线，发挥
了重要作用。”王贵强说，这也
提醒我们，疫情防控是场持久
战，感染科等医学学科的人才
培养必须未雨绸缪，做到“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

中国医师节前夕，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出现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和上海市的专家组团
队一起召开病例讨论会。近期，
他格外关注国际复工复产后的
病毒蔓延趋势和疫苗最近阶段
临床研究的结果。

张文宏说：“当前全球疫
情的蔓延趋势仍继续。但我想
说，相信中国，相信中国医务
工作者和广大民众的合力抗
疫，能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更好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8 月 19 日，
第三个中国医师
节，我们向以白
衣作战袍的英雄
们致敬！

在 过 去 的
200 多个日夜，
他们在抗疫一线
书写精诚大爱，
成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火线上
的中流砥柱”。

在这场影响
世界的重大公共
卫生危机中，中国
医务工作者同时
间赛跑、与病魔较
量，以专业素养和
人道主义精神赢
得世界赞誉。

吴安华：一次次逆行，为逾万
医护筑起“安全防火墙”

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吴安华教授是一名院
感防控医师。他是我省首位支援武汉
抗疫的医务人员，随后又逆行驰援黑
龙江、吉林、大连等地抗疫数月。

院感防控是干什么的？吴安华在
武汉坚守72天，为120支医疗队的1.4
万余名医务人员开展近百场培训，为
创造“全国支援湖北医疗队员4.2万余
人无一人感染”的中国奇迹作出卓越
贡献，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是 1 月 21 日奉国家卫健委指
令紧急赶往武汉，接到通知，回家拎着
小背包就赶往长沙南站，在车站买了2
个面包做午饭，坐上G404次高铁风驰
电掣赶往武汉。”吴安华回忆。

到达武汉后，吴安华马不停蹄，和北
大医院李六亿教授一起开始起草编写

“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
控制技术指南”，一直忙到深夜才定稿。
1月22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发布指南，对
指导全国医疗机构新冠肺炎感染预防与
控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对肆虐的病毒，吴安华争分夺
秒，每天像个陀螺一样高速运转，一方
面要到武汉中南医院、肺科医院、金银
潭医院等地检查和指导感染防控工作
及医生个人防护工作；另一方面，要往
返武汉各地为国家医疗队和各省医疗
队队员培训感染防控和医务人员个人
防护知识。最多的一天，他一个人讲
了 7 场课、450 分钟，培训了 9 支医疗
队、1182名医疗队队员。

这些年，除了日常的医疗、教学和科
研工作，吴安华和同事们一起多次参与
突发事件的救治工作。1998年抗洪救
灾、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抗震
医疗救治、2014年抗击埃博拉和禽流
感，他都是冲锋陷阵、奋勇向前。

【他说】感恩国家和社会培养了
我，并赋予了我救死扶伤的使命。医
学是无止境的，但我们的学识是有限
的，我们常说“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
助，总是去安慰”，要同情患者的苦处
和难处，时刻不忘“医者仁心”，将病人
利益和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才能全
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

周志国：不言放弃，与新冠
病毒“正面交锋”90个日夜

作为长沙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医师、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隔离病
房总负责人，周志国驻扎在隔离病房，与
新冠病毒“正面交锋”达90个日夜。

1 月 16 日，长沙市第一医院急诊
科来了一名高度疑似新冠病毒感染患
者，在启动二级防护、上报疾控部门之
后，患者被转运至长沙市公共卫生救
治中心负压病房隔离救治。

周志国曾参与过抗击非典、禽流感
一线工作，有着丰富的突发公共卫生救
治经验。面对传播速度快、临床进展快、
机理未知的新冠病毒，他毫不犹豫冲在
第一线，带领其他16位同事组成长沙抗
疫第一梯队，奔向救治中心。

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是长沙
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收治了长沙市
所有确诊患者。疫情高峰期，平均每
天收治 18 例，最多一天达 23 例，从凌
晨开始，几乎不眠不休。每天新开一
个病房，工作强度大、救治压力大。

面对未知病毒、重重困难，他千方
百计、全力以赴，先后组织参与了56次
专家会诊查房，凝聚 669 名一线医护
人员的智慧，优化诊治原则、规范院感
流程，和团队一起为每位患者量身定
制救治方案，做到一案一治。

一位危重型患者张女士，肺损伤达
80%、多器官衰竭，国家救治组王辰院士
会诊后，认为治愈率仅1%的希望。通过
严密观察、精准对症，人工肺、康复者血
浆、干细胞、快速康复多管齐下，最终张
女士康复出院。他们用100%的努力创
造了1%的生命奇迹！

基于国家方案，他带领团队摸索出
一套抗病毒、免疫支持、营养支持、心
理干预的综合施治方案，特别是在阻
止轻症转重症、重症转危重症方面卓
有成效。他们率先总结救治经验，制
定新冠救治长沙“专家共识”，得到国
家督导组认可并推广全国。

从 1 月 16 日到 3 月 14 日，长沙市
239 名本土确诊患者治愈出院。他带
领的团队承担救治任务达全省1/4，重
症 、危 重 型 45 人 ，救 治 成 功 率 达
99.26%，实现了“在院确诊病例清零、
医务人员零感染、院内零交叉感染”3
个目标。本土确诊病例清零后，长沙
作为第一口岸承担包机归国人员排查
和阳性无症状感染者收治，他又奋不
顾身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他说】我出生于医生家庭，从小
耳濡目染，立志从医。生命重于泰山，
救死扶伤，精诚大医，是所有医务人员
的毕生追求。我自豪，担当了这份沉
甸甸的信任与责任！医者仁心，是一
辈子的逆行，我将在守护生命的岗位
上，战斗一生，无怨无悔！

时才贝：积德行善护苗岭，在
村卫生室度过15个春节

在农村看病没有上下班时间，也无
法换班，无论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只要
病人需要，随叫随到。这是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大兴社区卫
生室41岁的时才贝的工作常态。

2004 年 9 月，他自愿放弃乡镇卫
生院工作，回到大兴社区卫生室担任
乡村医生。这是一个由5个村撤村合
并的社区，系偏僻落后的苗族聚集村
落，共926户，4000余人。

“我的父亲是矮寨镇卫生院一名
医生，小时候经常随父亲穿梭乡间小
道为老乡看病，每当看见乡里缺医少

药、老乡被病痛折磨甚至不幸离世的
惨状，我心里就暗暗发誓：长大也要当
医生，治病救人！”时才贝说。

除了在卫生室坐诊，他更多的是
在田间地头、农户家里“走诊”，对重点
人群、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家庭医生
签约，定期上门随访、测量血压血糖、
送医送药。父亲去世得早，他把母亲
接到卫生室，常年吃住在那里，在村卫
生室度过了15个春节。

村里有一位慢性堵塞性肺疾病的老
年患者，儿女在外地打工，无人照看。老
人每次“心衰”发作时都是凌晨3至4点
钟，时才贝接到电话总是立马赶去抢救，
已经记不清跑了多少回。他最有成就感
的时候，是把老人抢救过来的那一刻，老
人饱含热泪地说：“贝啊，你让阿婆又看见
太阳了！你比我儿女还亲！”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
才贝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立即投入
抗疫中。在医用口罩、84 消毒液、酒
精、防护服等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他冒
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进村入户，排查
武汉返乡人员并开展健康监测。因受
风寒，他出现感冒、发热等症状，在卫
生室输液治疗后，又冒着风雪挨家挨
户摸排、测量体温。

从医19年，时才贝总结道：“只有把
患者当成亲人，他们才会对你亲。”碰到经
济困难的乡亲，他总是慷慨解囊，累计为
困难群众减免垫付医疗费用10多万元。

【他说】父亲常常教导我：医生是
患者眼中的活菩萨，行医就是积德行
善。10多年来，我一直把积德行善作
为自己从医的坚守和追求，尽最大努
力减轻病人的痛苦和负担，用力、用
心、用情守护着一方健康和平安。

舍生忘死，
用生命守护生命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谢爱清

“我志愿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自觉维护医
学的尊严和神圣……”

8 月 19 日上午，在新湖南大厦举行的湖南
省第三个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现场，来自全省
卫生健康系统的优秀医师代表汇聚一堂，身着
整齐白衣，重温《中国医师宣誓誓词》。

誓言铿锵，这是医者对全社会的庄严承诺。
肩负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重任，他们

坚守在门急诊、病房、手术室，与病魔较量，同死
神赛跑。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他们义无反顾投身防控救治工作，日夜奋战，舍
生忘死，以奉献护卫安康，以生命践行使命，令
人敬佩。

会议现场，通报表彰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等 32 个医师团队先进集体、潘频华等 310 位

“2020 年度湖南省医师奖”获得者、颜新艳等
198名“最美乡村医生”获得者。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吴安华教授、长沙市第一医院周志国主任
医师、吉首市矮寨镇大兴社区卫生室时才贝3名
获奖医师作交流发言。

让我们怀着敬意，听听他们的初心故事和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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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长沙市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组组长、长沙市第一医院主
任医师周志国分享抗疫故事。

8月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
肺炎医疗救治组专家、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教授吴安华分享抗疫故事。

8月19日，“最美乡村医
生”代表、吉首市矮寨镇大兴
社区卫生室乡村医生时才贝
作主题发言。

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罗汇芳 摄影报道

8月19日，南华大学附二医院PCR实
验室，检验人员在进行核酸实验检测。当
天是第三个中国医师节，该院的检验医生
们仍然坚守在工作室，实行24小时轮换
值班，确保快速及时报告检测结果。

曹正平 张晴川 摄影报道

8月19日，在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陈煜岊（右一）与丈夫
吴惊雷（右二）在手术室里配合给患者做手术。

吴惊雷、陈煜岊夫妇同在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工作，一个
是麻醉科的麻醉医生，一个是妇科的主刀医生。8月19日是
中国医师节，他们和往常一样，坚守在同一个手术室里，度过
自己的节日。 新华社发

医护人员走向武汉火神山医院病房（2月4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