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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大连市宣布全面开展核
酸检测工作。连日来，大连爱尔眼科 60
名医护人员，和全市白衣天使一道，不顾
严寒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

从接到上级命令到集结出发，大连爱
尔眼科志愿服务队只用了两个小时。此
前经过了专业培训，做好了充分准备。

十天前，另一场抗疫保卫战也在成都
展开。12月11日晚，接到上级主管部门通
知后，成都爱尔眼科医院迅速组织10名医
务人员，连夜赶往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点。

天气格外寒冷，大家来不及准备充足
的衣物，采样时手冻得发抖，但仍咬牙坚
持……

自年初起，在武汉，在长沙，在成都，
在大连，在大江南北，在全球各地，全体爱
尔人经受了非同寻常的考验。

“这是全体爱尔人的荣誉”
11 月30 日上午，湖南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会在长沙隆重举行。
“对了，昨天邦总可风光了！交警开

道，沿途敬礼，领导接见，大会表彰……”
微信公众号“东门庆”用非常直白的方式，
为爱尔人加油鼓劲。

“东门庆”是金牌董秘——爱尔眼科
吴士君博士的小号，时常爆料爱尔“内
幕”，对公司的感情溢于言表。

疫情突如其来，无人独善其身。我国
在世界上率先控制住疫情、在全球主要经
济体中率先恢复经济正增长。湖南就是
全国的一个缩影，坚决遏制了疫情扩散蔓
延势头，全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这一天，湖南以最高礼遇向本省抗疫
英雄致敬！

湖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爱尔
眼科医院集团董事长陈邦被推选为“湖南
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陈邦在微信朋友圈图说一句：“今天，获
得了这枚‘抗疫’勋章，这是全体爱尔人的荣
誉”。其后，意犹未尽地献上三朵玫瑰。此
外，陈邦还意味深长地用了一张人物半身像
图片。深色大衣，胸戴红花，下方有“光荣”
二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勋章夺人
眼目。但是，脸并没有露出来。想来，在陈
邦心中，自己露不露脸并不重要。他认
为，更应该挂上勋章的是每一位白衣执
甲、忘我付出的爱尔人。又或许，他在提
醒爱尔人，建功必定有我，功成不必在我。

日积月累，陈邦和李力联手开创的光
明事业，已成为中国眼科机构的国家名
片。通过爱尔恢复了眼健康的人全球数
以亿计。

爱尔集团旗下眼科机构覆盖中国内
地、中国香港、欧洲、美国、东南亚等地，每
年开展大量慈善公益手术，视受助人具体
情况全部免费或者减免部分费用。

每年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爱尔
眼科都有厚厚一大本案例。

陈邦和李力是一起扛过枪的战友，当
年都是热血青年。上世纪 80 年代，这两
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长沙伢子同一天参
军入伍，一个排一个班，一位是班长，一位
是副班长。

当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 1984 年阶
段，陈邦和李力都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请
战书，请求前往云南老山前线。

今年，在疫情防控阻击战期间，两人
看着爱尔人写下的请战书，似曾相识，分
外激动。

今年3月，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旗下各

医院成立的各类应急支援队伍达到 323
个。当月底，医护人员累计递交请战书
2400余份，涉及24个省区132家医院。

武汉！武汉！
“疫情暴发一年后，这座经历苦难的

城市再次人来人往。”近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推出最新纪录片《一年后，新冠疫
情如何改变了武汉》。纪录片称，位于中
国中部的武汉是全球第一个遭到新冠肺
炎疫情重创的城市，数百万人宅家战“疫”
76 天。当冬季欧美掀起新一波疫情时，
武汉已连续多月没有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武汉！武汉！一幕幕久违的车水马
龙景象，令爱尔人心潮起伏。

这座英雄的城市，一度却让人无比揪心！
大武汉，是爱尔眼科的重镇。当疫情

突如其来时，爱尔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在一季度最艰难时，医院大面积停

诊，陈邦和李力掷地有声：请爱尔人安心，
公司贷款都会给员工发工资。

……
作为医疗机构，爱尔人更多了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
“医生，此去欲何？”“战病疫，救苍

生！”“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抗疫初期，武汉市7万多名医务工作

者，与全国各地驰援的2万多名白衣天使和
衷共济，置生死于度外，战斗在抗疫前线。

这其中，就包括了英勇的爱尔眼科医
护人员。

爱尔眼科 230 位医护人员进入武汉
方舱医院等机构，直接参与新冠肺炎患者
救治。

面对疫情，爱尔眼科集团第一时间组
织动员全国400多家医院积极开展防控、
援助等相关工作。

疫情暴发初期，爱尔眼科有 1824 名
医护人员主动加入各地防控疫情战线。

集团总部密切关注前线，陈邦运筹帷
幄，李力直接调度部署，在财力物力上全
力保障。

“东门庆”感叹：“军人出身都讲究策
略！比如，这次新冠疫情来势凶猛，他们第
一时间冲锋在前，方向火候把握精到：第一
笔捐款500万支援武汉，第二笔捐款1000
万支援湖北，第三笔捐款1000万支援中南
大学附属的三个湘雅医院，这是湖南的领
头雁、驰援湖北的主力军。昨天又捐了
1600万，支援湖南湖北的社区、街道，这是
防控的最前端、最基层。”

1 月 29 日，疫情暴发初期，武汉面临
着史无前例的挑战。武汉大学下属的人
民医院、中南医院等多所临床医院成为抗
击疫情的主力军。爱尔眼科迅速向武汉
大学基金会捐款500万元。

2 月 2 日，湖北省除武汉以外的城市
确诊数快速上升。爱尔眼科捐赠1000万
元，定向支持湖北省各地级市和县域基
层，增强疫情防控力量。

2 月 7 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
李文亮因公殉职。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年
仅5岁，一个当时尚未出生。李文亮的夫
人是武汉爱尔眼科医院的员工，爱尔眼科
迅速将其列入员工关爱计划，将支付两个
孩子生活津贴及学费到大学毕业。

2月10日，全国顶尖医疗队伍大规模
增援湖北。中南大学附属湘雅医院、湘雅
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是湖南驰援湖北的主
力军。爱尔及时向中南大学定向捐赠
1000 万元，专项用于其各附属医院新冠
肺炎的防控工作。

2 月 19 日，全国进入抗疫关键决战
期，但在核心战区湖北省特别是武汉，仍
有大量新增确诊病人需要紧急医疗救助，
社区防控、排查工作繁重。爱尔眼科集团
再次向湖北、湖南抗疫一线分别捐赠
1000万元和600万元。

防疫物资告急之际，爱尔海外机构及
合作供应商充分挖掘潜力，多方从各地采
购口罩等防疫物资，全程监管运送，确保
第一时间运送至国内。

截至3月底，爱尔通过各种渠道接收
疫情防控物资达73万余件，包括口罩70
万余只，护目镜2.6万副等。

位于疫情中心的武汉孝感爱尔等医
院，被征用为当地新冠肺炎防疫指挥部，
作为第三类发热病人隔离观察区。

4月21日，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之际，“爱尔眼科湖
北省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暨全面恢
复医疗业务推进会”又在武汉适时召开。

陈邦鼓励员工共克时艰，严守安全底
线，以防控为要，以发展为纲，全力打赢复
工复产复效的总体战。

就在第二季度，爱尔实现了经营逆转。

“国家是爱尔的坚强后盾！”
“国家是爱尔的坚强后盾,爱尔是爱

尔人的坚强后盾!”陈邦说。这句话揭示
了爱尔非常时期表现非凡的深层次原因。

国家有难，热血爱国的爱尔人当如何？
在国内抗击疫情初期和关键时期，为

配合国家防控疫情的整体要求，确保患者
和员工的生命安全，爱尔眼科集团旗下医
院的普通门诊全部停诊。

与此同时，有条件的医院在力保医患
安全的前提下，克服各类困难，开辟了急诊
通道，解决眼外伤、视网膜脱落、急性青光
眼等急诊患者的救治需求。随后又开通了
专家一对一线上问诊平台和眼科热线服
务，让患者享受免费的眼健康专业咨询，有
效保障了患者的人身安全和就诊需求。

1 月 25 日，武汉封城两天之时，各种
关于疫情的谣言泛滥。为正视听，爱尔眼
科出资 50 万元，资助中记协《传媒茶话
会》发起“疫情报道者特别援助项目”，让
人们获得更多真实、有价值的防控信息。

2 月 11 日，各地救援物资纷纷告急，
特别是口罩难求。爱尔出资 150 万元采
购两台口罩生产设备，捐赠给长沙市政府
指定机构。

没隔多久，爱尔再向湖南省慈善总会
捐赠600万，支持湖南省各地社区一线。

进入3月，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积极应对下，国内疫情蔓延速度放缓，但
风险仍然存在。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向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徐汇区分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捐赠巨资，支援
一线，包括投身战场中的新闻工作者。

截至4月底，爱尔眼科医院集团为抗
击国内疫情累计捐款达5050万元。

爱尔坚守“疫情就是命令，支援就是
担当”的信念，通过精准定向捐赠，让“枪
声最密集的地方得到更多支援”！

四海之内皆兄弟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爱尔的大爱化

为国际援助行动。

截至5月15日，爱尔眼科向海外捐赠
了近 57 万只口罩，防护服 1.1 万套，护目
镜1.2万副，外科手套1万副、核酸检测试
剂1万人份。

同时，积极响应海外医院和合作伙伴
的需求，发挥引领作用，通过举行视频研
讨会，分享眼科医院防疫工作经验。

3 月 24 日，印度累计新冠病毒患者
500余例，当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21
天的“封城”措施，疫情防控工作迫在眉
睫。印度最大的眼科医院亚拉文眼科医
院（Aravind Eye Hospital）火速联系爱
尔眼科。爱尔第一时间召集具有抗疫经
验的专家学者，进行线上指导交流。

4 月 3 日，爱尔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医院等三家眼科机构召开视频会议，为被
疫情困扰的美国同行注入强心剂。

4月30日，爱尔再次联合世界眼科医
院协会（WAEH）召开面向其会员医院的
视频研讨会。

截至 5 月 15 日，爱尔同全球 40 余家
眼科机构召开了 9 场针对眼科医院的防

疫经验研讨会，大量宝贵抗疫经验成果无
私“云共享”。另外，连续发布了 5 版《眼
科医院防疫指南》，将抗疫经验翻译成英
文，分享给世界各国同行。

爱尔人用行动彰显了“四海之内皆兄
弟”的中国温度，表达了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心愿。

上半场抗疫国内打主场，下半场抗疫
国外打主场，全年时间爱尔打全场。

从应急动员到顽强阻击，从协同作战
到重点突破，从专业支援到捐资捐物，从
武汉三镇到五湖四海，从全面迎战到复工
复产，爱尔眼科自始至终研判精准，投入
及时，节奏把握适当。

全球爱尔内部，以及公司和供应商、
合作伙伴之间沟通顺畅，前方后方统筹调
度自如，有力配合了全国乃至世界疫情防
控大局，书写了新一代中国企业对员工、
国家和人类的大爱，诠释了对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深刻理解，表现出敢爱敢做的强大
执行力。

非常时期，非常爱尔——非常爱尔！

李 治

危机是一个时代的“试金石”。对于一家
卓越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

2020年，由于疫情，世界以一种非常态的
方式开启。

疾风知劲草。在自身承受重压的情况下，

全球规模最大的连锁眼科机构——爱尔眼科
集团向武汉和湖北等重灾区不断精准捐助，医
护人员勇上前线。在中国、西班牙和新加坡拥
有三家上市公司的爱尔眼科集团，源源不断地
在世界各地播撒爱心。

非常时期，非常爱尔。尽管年初遭受疫情
剧烈冲击，A股上市公司爱尔眼科（300015）仍

然在第二季度即实现V型反转，门诊量快速攀
升。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第三季度营业收
入超过44亿元，同比增长近五成；单季度净利
润更是突破10亿元大关，同比大增85%。

该出手时就出手，抗疫经营两不误，支撑
爱尔眼科的精神力量是什么？非常时期，这家
长沙籍企业经历了什么样的非常考验？

人类最优秀的品质，莫过于洞察天
地万物之后的收放自如，莫过于深藏在
人情练达背后的同情和悲悯。

放眼中国，以“爱”为名的优质企业
并不多。

2020年，爱尔的爱和一场百年难遇
的疫情不期而遇。

爱尔的爱首先体现为强烈的爱国
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有难，挺
身而出。要钱捐钱，要物给物，要人派
人，一直到现在都毫不放松。爱国情怀
体现在一线医护人员舍生忘死的身影
中，也体现在人、财、物的精准投放上。

这种爱同时是一种坚如磐石的责
任。企业有责任为社会、股东和员工创
造价值。在武汉受到疫情重大冲击后，
爱尔眼科第二季度即奋力扭亏为盈，第
三季度净利润创下超过10亿元的新纪
录，保持了公司创立 18 年来一如既往
的高速度增长、高质量发展态势。

这种爱还表现为爱尔人之间的互
爱互信。当疫情初发，不少人还在六神

无主时，企业管理层承诺，贷款都要发
工资。全体员工无怨无悔投身抗疫，疫
情缓解后全力复工复产，回报国家和公
司。全员同仇敌忾，杀出重围，冲上新
高地。这种“上下同欲者胜”的精诚团
结，令人肃然起敬。

爱尔的爱还是一种专业精神。今
年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有投资者专
门带了一幅精心绘制的国画——爱尔
医生武汉抗疫图来会场。体现了股民
对爱尔专业精神的认可。疫情急重时，
爱尔仍然坚持提供眼科急症诊疗服务；
非急性眼病提供网络、电话免费咨询。
更难能可贵的是，爱尔积累了大量珍贵
的抗疫经验，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积极传
播到世界各国，为全球眼科抗疫提供了
专业解决方案。

在危急之时播撒信心，在绝望之处
种下希望，在幽暗之地传递光明。爱尔
眼科无私大爱的进行曲，正汇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交响乐中！

(李 治)

评 论

关键时期，爱尔医护人员
奋战在武汉方舱医院。

疫情全球蔓延时，爱尔眼科多
次向其他国家捐赠抗“疫”物资。

大连爱尔眼科志愿
服务队整装待发。

一位股民创作并赠予爱尔医生武汉抗疫图——《天使的眼睛》。

爱尔爱谁

(本版图片均由爱尔眼科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