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 2.00元

4
2020 年 2 月 3 日 星期一■责编 段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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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奋

战在防疫一线的各行各业人士是新时

代的英雄。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

病毒，全国各地的白衣战士们主动请

缨，上演最美逆行；科研人员与时间赛

跑，在实验室内争分夺秒寻找“答案”；

建设者们以中国速度，在疫情最重的

武汉市复制了17年前北京小汤山医院

的奇迹……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医护人员、科研工作者、建设者等

奋斗在疫情防控前线的人们，生动地

诠释了新时代英雄精神。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

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

英雄情怀。所谓英雄，是指这样的人：

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

现出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的气概，

并为之付诸了实际行动。击退新型冠

状病毒就是当下最具重大意义的任

务，而在战疫一线展现大无畏精神的

案例俯拾皆是。武汉科技大学天佑医

院肿瘤科的 95 后护士李慧主动要求

到任务较重的病区工作，并表示“如有

不测，捐献我的遗体研究攻克病毒”；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身患渐

冻症、妻子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

下，依然选择坚守在抗疫一线，甚至没

有时间探望妻子。毫无疑问，他们都

是英雄。

中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度。不

同的时代，英雄的表现形式或许不尽

相同，但英雄的内涵却高度一致：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引领大

众、影响社会，并产生超越自我的力量。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在疫病

叩关挑战的关键时刻，医护人员冲锋在前。他们与你我一样，

只是社会中平凡而又普通的一员。但他们用事实证明，坚守岗

位，认认真真地完成工作，平凡的岗位也会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人员的

身上，展现出新时代英雄精神的重要特质。

首先是忠于职守的责任感。枪林弹雨可以造就英雄，在本

职岗位上尽职尽责同样可以孕育英雄。以焦裕禄同志为例，他

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展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基层

干部的担当。而在疫病面前，无数医护人员、科研人员以及各

行各业参与者同样坚守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守护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这是新时代英雄精神的绝佳注脚。

其次是秉承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全国各地医护人员驰援

武汉，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动容。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不计

较个人利益的得失，不在意将自身置于险地。做隐姓埋名人、

干惊天动地事，支撑这样崇高境界的，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信念。

疫情防控是当前面临的最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每个人都

要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构筑疫情群防群治的严

密防线，团结一致，用英雄般的勇气与信念取得疫情防控的最

终胜利。

向奋战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一线的英雄们致敬！

一
线
防
疫
人
员
诠
释
新
时
代
英
雄
精
神

杨

仑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疫情凶险，逆行而上，义无反顾！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的日子

里，却有那么一群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奔赴抗疫前

线！他们就是身着白衣的医务工作者和医疗专家。

据湖北省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为抗击疫情，

预计湖北全省各类医疗机构，投入一线的医务人员

超过 17 万人，截至 2 月 2 日，湖北已迎来超过 7000

名医疗人员驰援。

疫情当前疫情当前，，他们铿锵逆行他们铿锵逆行

钟南山、李兰娟……在疫情肆虐的这段时间，

几位院士专家的名字已家喻户晓。

1 月 20 日，对于防控“武汉肺炎”疫情而言，是

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也让 84岁的传染病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再次被大众所熟知。

2003 年，非典肆虐，时年 67 岁的钟南山说：“把

病情最重的病人送到我们这里来！”今年，已是 84岁

的钟南山再次挂帅出征，他一边告诉公众“没有特

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一边却在 1 月 18 日傍晚，

匆匆挤上了从广州到武汉的高铁。

春节假期，钟南山院士一直都没有停歇地工

作、赶路、交流。1 月 30 日一早，钟南山飞赴北京参

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座谈会，而

他和世界上知名的“病毒猎手”、美国教授维尔特·
伊恩·利普金的会见，则提前到了 6点，他俩在车上、

机场大厅里进行了交谈。

1 月 28 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就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提及

武汉时，他几度哽咽，眼含泪光。医者仁心！钟南

山泪光的背后，是他的专业、专注、责任、担当！

“研发疫苗第一步是要获得病毒株。目前，我

们已经分离到了五株病毒，其中有两株非常适合研

发疫苗。”面对疫情，李兰娟院士带领团队科研攻

关。“离拥有疫苗已经很近了”，她的话，极大地提振

了公众的信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

成员李兰娟始终坚守在抢救危重病人的一线，如今面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已经73岁的她再战前线。

在抗击 SARS中，她探索的科学隔离经验，让浙

江没有出现“二代感染”；在甲型 H7N9流感中，她在

全世界首次证实人感染的 H7N9 病毒来源于活禽，

据此向国家提出关闭活禽市场的建议，使得禽流感

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她通过机理研究，快速研发出

H7N9的诊断试剂和疫苗，结束了我国禽流感疫苗依

靠国外进口的历史；她创建“四抗二平衡”的治疗方

法，一次又一次地将危重病人从死神手里救回。

李兰娟曾说，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应该有担

当的勇气。而更多人说她“其心若兰，心系苍生”。

医者仁心的背后
是科学与专业、责任与担当

抗击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

中，解放军一如既往地迎难而上！

1月24日晚，解放军派出三支医疗队共450人，大

年除夕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三地出发，支援武汉。

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专家李琦教授是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专家，在 2003年非典时是全军“抗非”专

家组成员，此次也是疫情防控国家督导组专家。1

月 24 日傍晚，他刚参加完督导组工作返回重庆，来

不及与家人吃顿团圆年饭就立即赶往医院报到。

李琦教授本人是一名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面对疫

情，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健康，毫不犹豫地携带着自

己的便携式呼吸机就赶往武汉。

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员蒋小娟是陆军特色医学

中心的一名护士长，曾前往利比亚执行援利抗击埃博

拉病毒任务。当时救治感染埃博拉病毒患者需要及

时进行静脉补液，但是医护人员穿着密不透风的隔离

服，戴着三层手套，还要避免失误发生针刺伤感染，做

静脉穿刺是难上加难。可是蒋小娟练就了百发百中

的技术，和团队一起创造了该诊疗中心确诊患者治愈

率达60%的佳绩。这次前往武汉一线，她毫不犹豫地

申请：“我有应对突发事件和防控疫情的经验。作为

一名党员，越是艰难越是危险，越应该冲锋在前。”

为了尽快熟悉接管的武汉金银潭医院病区的

情况，蒋小娟超时工作造成面部受伤，但她贴上创

可贴后又投入了工作。“轻伤都不下火线，我就一点

皮外伤，没那么娇气！”

“我还有力气，但理性告诉我，该出去了！”陆军军医

大学医疗队队员、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胸外科护士长赵孝

英在1月28日的一线日记中这样写道。1月26日下午，

医疗队开始接收病人后，她在红区（重症感染区）接诊病

人长达6个小时，超过了规定的4个小时时间限制，但看

到患者渴望的眼神，她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劲，直到快要

到达口罩和防护服的有效期7个小时，她才走出红区。

从军 29 年，赵孝英参与了抗击非典、汶川抗震

救灾和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病毒。这次出征武汉，

她已经脱下了军装。但是她说：“只要祖国需要，我

就是一名军人！”

截至 1 月 31 日，武汉地区共有 6 万余名医务工

作者参与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共有 42支医疗队支

援武汉，已经治愈 100多例患者。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抗击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脱下白衣他们

是儿子女儿、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穿上白衣，他们就是

战士，用血肉之躯挡在了病人面前，直面病毒和死神。

在从重庆前往湖北的医疗队中，徐瑜和刘煜亮

这对夫妻都是呼吸科专家。面对疫情，他们都向各

自医院主动请战。

“你们保护好自己，我们照顾好孩子，等你们凯

旋而归！”这是徐瑜家庭群里给她和丈夫刘煜亮的

鼓励。除夕当天，徐瑜随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出发

前往武汉，1 月 26 日下午，刘煜亮跟随重庆市市级

医疗队赶往湖北孝感。他们对 7 岁儿子说，爸爸妈

妈携手打怪物去了，打赢了就回家！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 人的援鄂医疗队平

均年龄 33.5岁，有两名是 90后。心血管呼吸内科的

医生陈月 1991年出生，接到通知她立刻报了名。面

对母亲的担忧，她说：“我是医生，我应该去。”为了

不让长发影响工作，她和 90后陈诚毫不犹豫地在出

发前剪短了自己的头发。“虽然心里也有害怕，但我

们不会退缩。”

苏州的医疗队中 80 后、90 后占多数。刚刚领

取结婚证的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护士周晓晨，原

本计划 2月 15日举办婚礼。然而疫情暴发后，她第

一时间主动签署了“请战书”，并取消了婚礼。

“父亲，对不起，我没有和您告别，不是不想，而

是不敢。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共产党员，参加这场

战役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国泰民安，哪有家庭

幸福。请您放心，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我们繁花与

共。”湖南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生洪余德大年

初一驰援湖北黄冈，给父亲留下了这样的话。

一封封请战书，是他们对职责的坚持；穿着厚重

的隔离服，争分夺秒救治病人，是他们对信念的坚

守；老专家坚守危难时刻，年轻人义无反顾迎难而

上，是他们初心的传承……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战

斗在救死扶伤一线的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所谓白衣天使
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身衣服挡住死神

本报记者 雍 黎

一线镜头

战疫时评

KANG JI YI QING·REN WU

“我和南京市第二医院的医生一组，看着他们已连续奋战

很久，很辛苦，我好心疼。希望我们的到来能为他们分担工

作，缓解他们的疲劳。但愿确诊患者都能早日康复，疑似患者

都能解除警报，早日出院。”忙完一天的工作，东南大学附属中

大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陆远这样写道。

1 月 27 日上午，陆远接到医院呼吸科负责人朱晓莉的电

话：“派你去支援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分院，下午两点集合，行

吗？”南京市第二医院为江苏省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

点收治医院之一。没有半分迟疑，陆远答应了。妻子得知后

给他理了发、帮着收拾生活用品，一直嘱咐着要保护好自己。

比起妻子的担心，两个儿子知道爸爸要离开倒是很开心。大

儿子说：“爸爸不在家，终于不用学英语了。”

下午两点，陆远到达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分院。进行了

一系列必要的培训后，当天深夜陆远就进入隔离区病房值班，

先后来了几名疑似病例。写病历、开医嘱……等忙完已经是

第二天凌晨四点。“总算度过了紧张的第一天。”陆远在日记中

写道。

陆远所在的病区有约 30名医护人员，相互轮换保证 24小

时值班。因为接触的都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或疑似病例，做好自我防护非常重要。只要在隔离区病房工

作，必须穿戴一次性工作帽、护目镜、医用防护口罩、防护内

服、一次性防护服、四层乳胶手套、鞋套等。如果给病人呼吸

道采样，就要加上防护面屏。“一穿就是四小时，脱下以后最里

面的衣服都湿透了。”

在战疫一线工作的时间里，陆远总挂念家里的两个“调皮

鬼”。只要一休息，他就和两个儿子视频。有一次，大儿子在

陆远妻子手机上看到他穿防护服的照片，说像宇航员叔叔一

样帅。“当一名宇航员是孩子的梦想，现在的我在他心里也是

英雄！”陆远说。

“穿上防护服，
儿子说我像宇航员一样帅”

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驰援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队员驰援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队员 陆军军医大学供图陆军军医大学供图

我只在科群里发了

‘我去吧’三个字后，就开

始收拾行李。丈夫默默

看着我，不断提醒带这带

那，儿子主动收拾晚餐后

的饭桌，开始包饺子。

”

“

在隔离病房通宵
工作后，袁晓宁倒在清
洁区睡着了。

北医三院供图北医三院供图

每次得知我们在武

汉缺少用品的时候，同事

和领导总能在第一时间

帮我们反馈，而缺少的物

资，总以‘光速’出现在我

们眼前。

”

“

这个苹果凝结着关爱

2月1日 武汉金银潭医院 阴转晴
朱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

昨天，我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的信息：“这是我

的最后一个苹果了。我在想是今天把它吃了还是

吃一半留一半？不要笑话我，水果在我这里真的是

非常奢侈的贵重物品。所以，我决定：吸一口香气，

再考虑三天！”

结果，这个朋友圈信息一夜间突然“火”了。

家人、朋友、同事、院领导，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关

心。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今天，我们都吃上新

鲜水果啦！

其实，不仅仅是这次的苹果，每次得知我们在

武汉缺少用品的时候，同事和领导总能在第一时间

帮我们反馈，而缺少的物资，总以“光速”出现在我

们眼前。

要知道，在这样一个物流不能通行，全城高度

戒严的情况下，大家需要付出多少精力、惊动多少

“人脉”，才能在第一时间尽力保障我们的需求，哪

怕只是为了我们想吃的一个苹果。

我们在疫情一线，但我们真的不用怕，因为

我们身后有强大的后盾：家人、同学、朋友、同事、

领导，他们默默付出很多，解除了我们工作的后

顾之忧。

感恩一直体谅支持我们的亲友，感恩一直鼓励

关心我们的同事，感恩一直周到细致给予我们后勤

保障的领导，感恩金银潭同仁对我们的关心照顾，

感恩那些社会爱心人士免费资助的食物，以及免费

接送我们上下班的人们。还要感恩那些身患重症

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为我们竖起的大拇指。这些

是我们坚持战斗的勇气和力量。

我们在一线保护病人，你们在身后保护我们！

17年后，再赴战疫一线

2月1日 武汉同济医院 阴转晴
袁晓宁 国家援鄂医疗队员、北医三院医疗队

临时党支部书记、感染管理科副主任

今天的夜班已经是第二轮了，队里的小年轻们

防护服穿脱得越来越顺畅，与其他医疗队的交班问

题越来越少，和武汉同济医院的合作越来越融洽。

现在是凌晨四点，这时的武汉安安静静，清洁

区的工作有条不紊，只有电脑运行的声音和空气消

毒机呼呼喘气。旁边是已经第三次患难与共的队

长，房间安静下来了，武汉也安静下来了，是时候整

理一下心情了。

在接到北医三院组建应急医疗队的通知之前，

我已报名了国家医疗队，正在紧锣密鼓完善医院应

急响应流程的时候，接到北医三院的通知。

大年初一，晚饭还没吃完，爸爸妈妈还在强调

这次不是 17 年前，不年轻了，加上整天咳嗽还偶尔

哮喘，就别往前冲了；丈夫可能立刻回忆起我 17 年

前，从隔离病房医学观察出来立马体温升高的恐

惧，建议我这次培养新人；上次三岁多的儿子如今

已长成一米八五的大小伙子，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大

三，听说这次任务，他开始也是反对的，恐怕是想起

17年前第一次超过一个月的分离吧？

尽管所有亲人都反对，但是数数科室的同志，

会芝主任已经 57 岁了，其他同志们要么孩子太

小，要么年纪太轻，实在无法承担 20 个队员的健

康保障。

所以，我只在科群里发了“我去吧”三个字后，

就开始收拾行李。丈夫默默看着我，不断提醒带这

带那，儿子主动收拾晚餐后的饭桌，开始包饺子。

看着他们有点情绪低落，除了反复叮嘱别告诉远在

家乡的老爸老妈，还跟儿子开玩笑，让他有空练练

萨克斯，吹吹《回家》（早已做过预嘱，在我最后的一

程不放哀乐，要儿子亲自吹曲《回家》送我），小伙子

立刻拒绝了。

大年初二，本是回娘家的日子，我吃完了出行

的饺子和初二的面，丈夫和儿子坚持带着狗狗，全

家一起为我送行。到办公室的时候，同事们已经到

了，总务处、工会和医工处的老师通宵达旦事无巨

细地为大家准备了生活物资和个人防护用品，药剂

科的老师准备了常用药品，满满当当装满了一个大

行李箱和一个大纸箱，更装满了大三院浓浓的爱！

送行中一次次拥抱，耳旁的叮咛、元宵十六圆的

约定……一直萦绕在心头，成为我的牵挂。但是重

任在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武汉武汉，我们来了！

1 月 28 日凌晨三点，进入病房正式开始隔离区

工作，亲手帮助每个队员穿上层层隔离服，整理头

发，检查装备，调整护目镜的位置，微凉的手触及到

年轻微汗的额头，正视着年轻但是坚定的眼神，对

于医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随着每一个队员进入病房后，所有人对工作有

了切身的感知，队员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估计我前

几天发给大家的舒缓音乐和心理疏解引导都不必

用了。所有的人都情绪稳定，斗志昂扬，每个队员

都养成了写日志的习惯。看到一篇篇美文的推出，

一张张鼓舞人心照片的问世，以及各大媒体的宣

传，有队员们的努力，更有大后方宣传中心老师们

夜以继日的加班加点。

不过是一滴水，怀抱着玲珑的心，在爱与痛的

地平线上仰望天使座右铭，我们带来一片爱的风

景，让三米阳光撒满武汉，点燃生命勇气，吟唱生命

长青，用爱创造奇迹！

我们保护病人，
你们在身后保护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