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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战“疫”中的“最美逆行者”

幸得有你 山河无恙
——
—和平区支援湖北医疗队群英谱（三）
谁 也 没 想 到 ，2020 年 竟
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到来。
疫情蔓延，湖北告急！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和平区积极响应号召，第一时
间组建医疗队千里驰援荆楚
大地，吹响了向主战场冲锋的
号角。 白衣战士闻令而动，勇
挑重担，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
防疫战线。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
主管护师王琳琳：

守望相助度难关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
护师殷玉洁：

满腔热血赴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王琳琳作
为一名工作 10 年的医护人员，深知此
次疫情的严重性。 她第一时间向医院
递交了支援湖北“请战书”，申请到前
线工作。 2 月 9 日凌晨三点，王琳琳接
到了去武汉工作任务的通知， 由于时
间紧任务重，从接到通知、培训到整装
出发只有 12 个小时，临出发前她才打
电话告知家人赴武汉工作的消息。 王
琳琳的爱人、 家中年幼的孩子和身体
不好的老人知道消息后， 都非常支持
她的工作，并对她说：“疫情面前，所有
人都承担起了应有的社会责任， 你的
职业更是责无旁贷，放心去吧，我们理
解你，家里不用担心，大家等你平安归
来。 ”王琳琳原本觉得亏欠的心踏实了
很多。
到达武汉后，王琳琳与同事们被眼
—原本热闹的繁华
前的境况惊呆了——
都市，现如今街道竟空无一人，变得冷
冷清清。 这更坚定了王琳琳的抗疫信念
和战
“疫”不胜誓不罢休的决心。
王琳琳主要负责江岸方舱医院的
病人收治工作，每次进入“红区”前，她
都需要穿双层防护服、带护目镜、双层
口罩、三层手套、三层鞋套……一套装
备穿下来，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有
时穿好装备，还没开始工作，她就已经
出现胸闷憋气的情形。 为了节省物资，
尽可能延长装备的使用时长，王琳琳每
次至少需要连续工作 6 个小时，期间不
能喝水、吃饭、上卫生间，而且在工作
中，经常出现因为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的
恶心、心慌等症状。 尽管这样，王琳琳仍
然克服了这些困难和不适，保质保量地
完成每天的工作。 在做好自己的防护和
工作之余，她还积极调解组内队友的心
情和工作气氛。 此外，方舱医院的工作
琐碎且繁重，每当王琳琳收治患者后，都
要带他们做各项检查， 每天按时测量患
者生命体征，按时发药并嘱咐患者服药，
还需要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按时发饭、
发水果、分发生活用品，并且时常组织患
者唱歌、 跳舞等活动来排遣他们的紧张
情绪，调整他们的心情，让治疗效果达到
最佳。 工作结束后，还得至少需要花费半
个小时脱掉防护服， 因为长时间的佩戴
口罩和护目镜， 就像在电视中看到的一
样， 王琳琳的脸上都是护目镜和口罩勒
出的印记，鼻子和耳朵也被磨破了，破了
的伤口被汗水浸泡着，一会疼一下，像被
刀子割似的。
在武汉一个多月的工作中，让王琳
琳感受最多的是国家不顾一切救助病
患的决心，应收尽收，不漏一人。“看到
全国上下守望相助， 共渡难关的中国
心， 真是备受感动。 全国人民众志成
城，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为武汉
捐助各类物资，为医院捐助防护物资、
医疗器械，亿万人民聚沙成塔、握指成
拳的爱国之志，彰显出了我们中华民族
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家国情怀。 ”王
琳琳说。
在返津的路上，王琳琳看到了武汉
人民感谢的泪水，看到了家乡人民的夹
道相迎，每辆汽车都在鸣笛致敬，每位
民警都在向“逆行者”敬礼，令她激动万
分。“
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只不过是作为
医务人员尽了我们应尽的一份责任，做
好了本分的工作，为打赢这场战‘疫’尽
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 ”王琳琳说。

2 月 9 日凌晨， 还在睡梦中的殷玉
洁，突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电话另一端
称正紧急筹备支援湖北的医疗队， 询问
她是否报名参加。 当时，睡眼惺忪的殷玉
洁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
我要参加， 就报
我吧！ ”其实，殷玉洁早已做好了
“
出征”
的准备。“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起，我就
隐约感觉到了这次疫情的严重性， 并三
番五次请缨，希望到抗疫一线工作。 机会
突然的降临，让我感觉到充满了激情，当
年铿锵有力的‘白衣誓言’久久回荡，脑
海中只有 16 个字——
—
‘
健康所系， 性命
相托；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殷玉洁说。
挂掉电话后， 殷玉洁第一时间赶到了医
院，紧锣密鼓着手准备东西……
来到武汉， 殷玉洁与同事们开始
了各种紧张的培训工作， 光穿脱防护
服就练习了无数遍， 最后还要进行考
核后才能进入工作环节。 初到武汉，
对口的方舱医院还紧锣密鼓地搭建
中，殷玉洁的工作就是在 3 天时间内
建立护理部、 指控组等， 并要以医院
形式的体系接手方舱医院。 连续多天
的阴霾， 给这些初到武汉的医护工作
者们增加了一层“紧张感”。 3 天后，大
家来到了真正的“战 场 ”——
—方 舱 医
院。“当我穿戴‘整齐’走进舱内时，宽
敞的体育馆内摆满了床位，6-8 张 床
之间打了隔断， 整个馆区内被划分了
ABC 个 区 域 ， 虽 说 大 部 分 是 轻 症 患
者， 但是也需要我们仔细观察并及时
处理。 防护装备穿着所造成的各种不
适，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集心理、 体力
等各方面的挑战与考验。 ” 殷玉洁回
忆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 殷玉
洁 与 同 事 们 总 结 出 了 不 少 “实 战 经
验”， 例如 N95 口罩塞进一点纱布后
就不再磨脸， 耳廓上贴了水胶体就不
再压迫耳朵， 护目镜戴在头上时勒紧
些能避免漏气……“护目镜就像孙悟

空的紧箍咒一样压着额头， 一天下
来，轻时头昏脑胀，重时头疼恶心，戴
上它， 我就再没有这疼那疼的事儿
了。 ”殷玉洁半开玩笑地说，其实她也
是在苦中作乐。
殷玉洁作为一名护理人员， 在国
家、人民群众的危难面前，她选择了舍
小家为大家，选择了负重前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用其所学为抗疫奉献出
自己的绵薄之力。 现在看来，新冠肺炎
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抗疫形势也明
显向好，让殷玉洁这样的医护人员感到
欣慰，因为她们所付出的努力，真正得
到了成效。
“防护服裹满全身，汗水湿透衣背。
为了家国齐安危， 满腔热血赴一线。 ”
—一位普通医务工作
这就是殷玉洁——
者的真实写照。 她坚信在党的领导下，
大家众志成城，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
迎接胜利的到来。“待到春暖花开时，
我将带着我的孩子在大自然中自由地
沐浴春光， 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 ”殷
玉洁说。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
护师潘虹：

直面疫情献爱心

—信息登记、测量体温、搬运物品、
作——
分发物资，只要是组内的工作，她都是
第一个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
我来”；她对待病患更是热情有担当，弘
扬南丁格尔精神，用爱心、耐心、细心、
责任心“四心”去对待每一位病人，用高
度的责任心、良好的服务态度为患者提
供优质服务，减少患者的痛苦，把爱心
献给每一位患者。
方舱医院内医患共同翩翩起舞的
视频火遍了大江南北。 潘虹与同事们想
到了缓解患者紧张焦虑的情绪，坚定患
者战胜疾病的信心的好办法。 在那段时
间里，各大视频平台纷纷推送了穿着厚
重防护服的“大白”们化身成为“领舞
者”，带领患者们做操锻炼，为患者们表
演舞蹈， 在场的人们都被深深地感染，
“闻歌起舞”跟随着音乐旋律一起舞动。
尤其是潘虹与同事们自创的“武汉加
油”手势舞，更是唤起了在场每一个人
的信心，成为当时各大视频平台点赞率
和转发率超高的视频之一。
“太谢谢你们了，这么辛苦，跑到这
么远来支援我们， 我们一定好好配
合。 ”回津多日的潘虹，耳边仿佛还能
听到支援湖北期间患者们对她说的话。
“武汉，我为你而来，一声谢谢足矣！ 那
段时间，太多感谢的话和太多感人的事
温暖了我，给了我无穷的斗志，更给了
我们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决心！ ”潘虹
如是说。
在工作和生活中，潘虹时刻以一名
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畏困
难，砥砺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作为一名医务
工作者， 潘虹工作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更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职责所在，
义不容辞，作为医护人员，救死扶伤是
我的神圣职责；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
怕挫折，我愿意扛起肩上的使命，坚决
听从党的安排，尽职尽责。 ”潘虹说。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
护师王志佳：

桃花开放回家来
“从决定报名支 援 湖 北 的 那 一 刻
起，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做好了挑战一
切困难的准备。 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
干好自己的工作， 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用自己最大的努力，与疫情作斗争。 ”潘
虹在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潘
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名医护人员，
第一时间便向医院请缨， 在最危险、最
关键的时刻，冲锋在前，始终怀着一颗
“牢记使命、勇挑重担、不怕牺牲、无私
奉献”的初心，舍小家顾大家，毅然奔
赴前线，加入了天津第五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
在方舱医院工作期间，潘虹什么都
抢着做， 她不仅要完成日常的护士工
作， 还会主动帮助同事们分担其他工
“等到桃花开放，妈妈就回家了。 ”2
月 15 日，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护士王志
佳跟随支援湖北医疗队奔赴武汉抗疫
第一线，临出发前，她的儿子抱着她的
大腿久久不愿松开。 于是，母子间留下
了这个承诺。
新年伊始，湖北尤其是武汉地区暴发
了新冠肺炎疫情，王志佳作为一名医务工
作者，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发展：
“
每当看到
一个又一个家庭的生离死别， 我心如刀
绞。此时此刻正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
候，我要去武汉，我要去抗疫……”随后，
她便瞒着家人，在支援湖北医疗队报名表
上填了自己的名字。
报名之后， 王志佳像往常一样，在
病房里尽职尽责，高起步、严要求，时刻
把病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把对那些被

疾病所困扰的湖北人民的牵挂化作动
力， 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2 月
15 日，王志佳接到即将飞往武汉参加抗
击疫情的工作的消息，这时她才打电话
告诉了她的爱人。“
当时，我的爱人陷入
了沉默之中，仿佛时间都停滞了。 ”王志
佳回忆说。 过了好一会儿，王志佳的爱
人才说道：“我知道这是你的选择，我尊
重你的决定，我和孩子支持你。 ”此时在
电话的这头，王志佳已经抑制不住心中
的泪水， 任由它从眼眶中滴落。“下了
班，我急急忙忙地回到家，看着我爱人
已经默默地为我收拾着行李，他知道我
胃口不好， 还特意给我买了一些胃药，
还塞了一包红糖在我的行李箱中，让我
感动不已。 此时，孩子也知道我要走的
消息， 抱着我的大腿久久不愿松开，我
安慰他‘妈妈只是出差一段时间，你在
家要好好听话， 等到桃花开放的时候，
妈妈就回家了。 ’”说完这些，王志佳的
泪水已在眼眶打转了。
当飞机缓缓地降落到了武汉天河国
际机场时， 王志佳不禁从内心里对自己
说：
“
湖北我们来了，武汉我们来了！ ”真
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王志佳看到武汉
街头人烟稀少时，发现武汉这座城市，太
需要大家的关心和爱护了。 坐在载着医
护人员的机场大巴上， 大家都陷入了沉
默， 从这一刻起， 大家都要面对一个
词——
—新冠肺炎。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大家便投入了紧
张的培训之中。王志佳回忆道：
“
开始的时
候，我带了三层口罩，穿上防护服后，感觉
呼吸都无法进行了。 但我给自己打气，不
能气馁，通过不断地调节自己，力争让自
己的呼吸更加顺畅起来……” 接下来，便
是日复一日地不断的刻苦练习。功夫不负
有心人， 王志佳等一行人终于通过了培
训，可以进入方舱医院了。 在之后的日子
里，王志佳在工作中时时刻刻以饱满的热
情， 对待家人般的温暖照顾着每一位病
患，并在光荣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抗击
疫情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
护师王志青：

断奶剪发为逆行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 我深知母乳
对于婴儿的重要性，但我更知道当祖国
和人民有需要的时候，必须勇于取舍。 ”
第二批驰援消息下来后，来自和平区妇
产科医院护士王志青坚定地对家人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王志青
多次向工作医院发出“请战书”，要求上
一线， 但院领导综合考虑她尚在哺乳
期，并未批准其参加第一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 随着当时湖北等地区确诊人数不
断上升，王志青百感交集，随即决定给
孩子断奶，并再次提出上一线的要求。
“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有责任；作为
一名母亲，我更要以实际行动给孩子做榜
样。孩子以后会长大，会理解我的，会以我
为骄傲的，我愿意成为他心目中最闪亮的
那颗星！”王志青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后，
背起行囊，飞赴武汉，勇敢逆行！
古有花木兰剃发从军，今有医护者
剪发抗疫。 为了更好地“战斗”，王志青
舍弃了自己留蓄多年的长发，就连鬓角
和发际线也都刮掉了。“
生命只有一次，
头发还会再长， 此时此刻所有尊严、情
感都没有生命重要， 只要方便于工作，
能抢救患者、阻击疫情，头发剪了，值！ ”
王志青说。 长发变短，生命变长，王志青
剪去长发， 不是对女性气质的放弃，而
是她对责任和使命的无限遵从与忠诚。
进入方舱医院后，王志青与同事们
面对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穿着纸尿裤
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穿上纸尿裤，但总
感觉怪怪的， 尽管我一直在给孩子穿，
可放到自己身上时，就连哪是正面哪是
反面都会迟疑半天。 ”王志青笑着对记
者说。 第二个
“障碍”就是带着
“
白内障”
工作，护目镜内起雾经常影响王志青的
视线， 工作中比预想的更要耗费体力，
加之手套的触感比较差， 口罩憋气，鞋
套不合脚等等问题，导致平时半个小时
的活，大家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每
次，我和同事们互相看着彼此艰难的呼
吸，都在担心对方的身体状况，但当看
到病人那种孤独感，那种对我们信任的

眼神时， 这些困难马上就能抛之脑后。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作为一名医护人
员的责任， 我们就是病人最大的依靠，
就是他们唯一信任的人，所以我们不能
倒下，我们努力调节自己的身体状况。 ”
王志青说。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作为
一名抗疫“白衣战士”的王志青，在工作
中倾心倾力为患者提供无微不至、 优质
高效的护理服务，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生动诠释了
“
白衣天使”的真正内涵。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
护师袁明金：

片片飞鸿传真情

“我们不曾谋面， 但武汉人都认识
你，记得你，感谢你！ 今天，我们致敬每
一位逆行者！ 今天，我们致敬每一位白
衣天使！ 大爱无疆，我们一起加油！ ”回
津后，袁明金从行李中翻出了这张让她
爱如珍宝的字条仔细端祥，这是在武汉
期间，没有见过面的后勤保障工作人员
写给她的。
2 月 15 日，袁明金接到支援湖北的
消息，她想都没想，义无反顾，收拾好行
礼就跟随医疗队到了武汉。“雪后的武
汉银装素裹， 像极了小说中的冰城，曾
经幻想过无数次来这里的场景和心情，
却怎么也没想到是和我的‘战友们’以
‘逆行者’的身份来到这里。 ”1991 年出
生的袁明金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活泼与
活力。 经过短暂的休整后，袁明金立刻
进入了备战状态，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中
去，从穿脱防护服的流程，到脱装备时
闭眼这样的小动作， 她都要反复练习，
生怕自己的一个小失误，给小组甚至整
个医疗团队造成影响。 护目镜上的满是
雾气，额头上面满是汗水，手套磨破了
一双又一双，但她无悔无怨，就连回到
寝室后，她仍在反复的练习。
经过一周的紧张培训， 终于要进舱
了。 一个安静的夜里，袁明金与
“
战友”们
出发了，她们的战
“
疫”之旅正式开始。 到
了方舱医院，袁明金熟练地穿好防护服、
戴好护目境、 手套……一切和培训时一
样。 几分钟后，袁明金的护目镜已经雾气
缭绕了， 憋气的防护装备已经让她的心
跳开始加速， 一阵阵的胸口憋闷让她喘
不上气。 尽管有这样那样难受，袁明金怕
因自己影响“战友”们的情绪，并没有吱
声，径直走向了病房，路过走廊时，她站
在窗前吹了一下凉风，舒服了许多。 而后
身体便适应了这种近乎密封的感觉，使
她快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舱内工作早已在袁明金的心中预
演多次，测体温、观察患者的氧饱和度
等等，袁明金和同组的“战友”们互相配
合、互相帮助，完成了首次进舱的护理
工作。
回到宿舍，后勤保障工作人员把送
来的盒饭、小吃和一些日用品放在了袁
明金的门前，在盒饭旁边，还放着一小
桶，桶里放着上述的字条，“看完这个字
条后，我的眼泪不禁地掉了下来，原来
在我们医务人员背后，还有那么多未曾
谋面的人关注着我们， 并为我们付出
着。 这些人都在温暖着我们前行的路，
没有他们，我们的救治工作不能这么顺
利的进行，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说到
这里，袁明金的眼眶又红了起来。
“在武汉的每一天， 我都能体会到
每一个人的爱， 一种让我感动不已的
爱。 虽然我和他们未曾谋面，也不知道
他们的名字，但在那时那刻，我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武汉人’。 我相
信，大家一起努力，定能战胜疫情。 ”袁
明金说。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
何曾是两乡！ 在与新冠肺炎
疫情的战斗中， 和平区支援
湖北的医护人员在抗击疫情
最前沿书写出一个个守望相
助的感人故事。 我们相信，有
这么多医护人员的无私奉
献，疫情终将会被击退，我们
必能取得胜利！
记者 任宝顺 通讯员 张明春 摄影 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