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录一个时代的壮阔图像，镌刻一个民族的风雨无阻

战“疫”英雄就在你我身边
长江日报记者李玉莹

危难关头共产党员冲锋在前

回望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4亿中国人民坚强
挺立，同心战“疫”。多少冲锋，多少坚守，多少奉献，多少牺牲，才
换得这来之不易的一切。

1月21日，刘智明接到任务，武昌医院作为首批7家定点医院
之一，要接收499名新冠肺炎患者。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不适，
却仍几乎不眠不休，组织院区改造、病人转运。

3天后，武昌医院如期开放504张床位，而刘智明的肺部却已
严重感染，核酸检测为阳性，住进了ICU。身为护士长的妻子蔡
利萍想请假去陪护，刘智明坚决不肯，他在微信中对妻子说：“虽
然此刻我最需要你照顾，但那边有更多的病人需要你！你是ICU
护士长，重病人需要你，你的护理姐妹也需要你！”

2月11日，刘智明在ICU里度过了51岁生日。就在他渴望战
胜病魔、重返战场时，病情突然恶化。2月18日上午10时58分，白
衣战士刘智明停止了心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4000多位同胞不幸染病罹难。家之不
幸，国之哀伤。

在这场与疫魔展开的殊死搏斗中，数百名党员干部、一线工
作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血肉之躯，闯刀山下火海，冲
锋在前。牺牲之壮烈，撼动天地。

医疗救治“一人一策”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战“疫”之初，武汉告急。一批批白衣勇士逆行出征。一个
月，42000多人抵达主战场。他们和54万名当地医护人员一起，为
了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殊死一战。

白衣战士坚守在最危险的危重症病房，他们竭尽全力，一次
又一次地把重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在新冠肺炎患者中，伴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最容易发展为
重症，是救治的难点。

各医院一人一策，精心施救，湖北3600多名80岁以上老人治
愈出院，治愈率近70%。

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尽最
大努力救治每一位患者，最大程度提高检测率、治愈率，最大程度
降低了感染率、病亡率。这是人民至上理念最朴素、最本质、最坚
定的表达。

全民行动汇聚战“疫”力量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依靠人民。

1月30日，中交二航局接到一个任务，5天时间建成我国第一
座病毒日检测能力达万份级的生物实验室。24小时连轴转。5天
后，“火眼”实验室如期交付使用。华大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日检测
能力从300多份猛增到10000多份。

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参加过抗击非典的程京
院士，带领科研团队昼夜奋战，一个星期内研发出了新型核酸检
测芯片，在单位时间内检测的病毒种类数目位居世界最前列。

同心战“疫”，人人有份。亿万网友在互联网上自觉传递着关
心、温暖、共鸣与力量。安心地宅在家中，就是为社会作贡献，就
是在参加战斗。无数普通人，用平凡的方式，汇聚着战“疫”的力
量。

这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这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
战争。14亿中国人民，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细致入微的温
暖中，蕴藏着惊人的力量。

在抗疫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定不移
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人才优势、智
力优势、联系广泛优势，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

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这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中国共产党人在践行“人民至

上”价值理念时，始终牢记于心。
3月24日晚，在同波兰总统杜达通电话、向他介绍中国的抗疫

斗争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道——
“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只要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就一定能

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熔铸于脱贫攻坚的脚步中、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奋进中。
中国，快马加鞭未下鞍，风雨无阻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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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8日零时，武汉

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从 1月

23日到4月8日，管控历时76

天。经历了搏杀之后的平安，让

人倍感珍惜。

驱走了疫魔之后的宁静，让

人心绪万千。春暖花开，山河安

澜。抗疫，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从磨难中奋起，中国，勇毅向前，

从不停歇。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推出六集大型

纪录片《同心战“疫”》第六集《人

民至上》于9月7日播出。

“令出如山”“生死阻击”“坚强防线”……9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推出六集大型纪录片

《同心战“疫”》。一个个镜头，一幕幕场景，回顾76天的战疫历程，武汉人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家国情怀，记录了一个英雄时

代的壮阔图像，镌刻着一个民族的风雨无阻。

大型纪录片《同心战“疫”》播出第六集

无数普通人，用平凡的方式，汇聚着战“疫”的力量。

在救死扶伤的阵地上，6 万余名武汉
医务工作者与病魔殊死较量，奋力保卫湖
北人民、武汉人民。他们的英勇事迹和感
人故事，展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谱
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张继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
内科主任，一位在抗击“非典”时立过三等
功的大夫。2019年12月底，她先后接诊发
现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因为对职业的
专注和生命的敬畏，她最早发现新冠肺炎
疫情苗头，并和院方一起两次上报，率先
拉响疫情防控工作警报，为中国及时采取
有效防控措施赢得了宝贵时间。

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人民英
雄”张定宇，身患绝症渐冻症的中国医生，
带领金银潭医院干部职工救治 2800 余名
新冠肺炎患者，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
保卫战作出重大贡献。

医院就是战场，医护人员就是战士。
穿上战袍，只有战斗。

“我们要求是零失败、零失误。”武汉
同济插管敢死队，守护重症生命线，与病
毒跳“贴面舞”。

“如果不透析,我们存活率是零。”武汉
市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透析中心负责人
熊飞为七千多名血透患者守住生命线。

“看到同事们在一线抗击疫情那么辛
苦，我哪里坐得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
救中心护士郭琴，在治愈后的第一天就要
求重返岗位。

“我把外公和妈妈都借给你”，这是武
汉高中生陈琪方写给患者的一封公开
信。她在信中鼓励患者与病魔抗争，也给
自己的医生外公和医生妈妈加油。

“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个人觉得不
需要告诉，本来处处都是战场！”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医生张旃写下现代版“与夫书”，
打动了无数人。

“兄弟们，上啊！不能一起扛个枪，也
一起上个无硝烟的战场！”这是武汉市中
心医院疼痛科主任蔡毅向他的“小伙伴”
们发出的“号令”。

“你说一辈子，我为了啥？我不就为
几个病人吗？”86岁高龄的董宗祈教授，疫
情期间仍坚持坐着轮椅出诊坐镇一线。

“同事倒下了，病人还得继续救。”得
知同行好友倒下后，武汉肺科医院ICU主
任胡明擦干眼泪后选择继续战斗。

“我年轻，让我来。”95 后社区医生段
博文到岗不到1个月，疫情来袭。面对风
险，他主动请缨，负责辖区内疑似患者、密
切接触者的核酸采样工作。

“很累，但我不能退缩，外面还有那么
多人在等着这个结果。”武汉市肺科医院
检验科副主任陈军，负责患者核酸检测工
作，因长期戴橡胶手套，双手常常发炎红
肿长满红斑。

2月18日10时58分，连日坚守抗疫一
线的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停止了
心跳。

遭遇战、阻击战初期，战斗减员尤为
惨烈。在湖北、武汉，3000 余名本地医务
工作者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多位以身殉
职。

勇往直前以赴之，殚精竭虑以成之，
舍生忘死以从之。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广大医务人员点亮了生的希望、爱
的明灯。

白衣执甲 与病毒近距离较量

面对千家万户、千头万绪，广大社区
工作者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筑起了抵御
疫情的严密防线。

“这个国家现在肯定需要有人挺身而
出，我觉得我应该到前线来。”武汉市洪山
区珞南街洪珞社区，由于原有的社区工作
人员中有人感染，所有工作人员被全部隔
离，社区工作近乎瘫痪，在街道党政办工
作的黄恒，得知情况后主动请缨，担任这
个社区的临时负责人，走到了社区防疫的
第一线。

2 月底，一张身材微胖的社区网格员
身背近百份药品的照片走红网络。他是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惠民苑社区网格
员丰枫。疫情防控以来，丰枫每天都要收
集居民清单，为居民排队买药。

2 月下旬，武汉市江汉区民意街多闻
社区接到新指令，大小商超一律不准针对
个人零售。这就意味着全社区近五千人
的日常所需，完全要通过社区代购和团购
的方式进行。居民的需求千差万别。多
闻社区党总支书记田霖想了个办法，他在
社区办公室开了个小超市，批发一些常用
商品，再以原价卖给有需求的居民。

因居民一句“谢谢，辛苦了”，田霖感
动落泪。而这一幕，也打动了很多人。

社区工作者 筑牢社区防线

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在一些老旧
社区，下沉干部的重要作用尤为明显。

武汉市郑家咀社区是一个城中村，面积
约3.3平方公里。与普通的居民小区不同，
这个社区面积大，居民房屋多，分布也不规
则，这给大排查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下沉干部中有 14 名来自武汉市测绘

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他们充分发挥自己
的专业优势，为郑家咀社区开发了一套疫
情防控作战图。

武汉市区两级共4.45万名党员干部职
工下沉到7个中心城区968个社区，就地就
近协助社区防控。特殊的日子里，他们和
社区干部成了群众身边的主心骨。

下沉干部 发挥专业优势

在武汉，1.8万名民警和1.6万名辅警
纷纷走进社区，样样担起来，心中无怨言。

在疫情暴发阶段，武汉整座城市承受
着沉重压力。转运病人的大量工作由公
安民警承担。

在20多天时间里，民警赵闯一共转运
了59位新冠肺炎患者，最多的一天转运了
18人。然而回想起第一天的情形，他仍心

有余悸。
“第一次（转运）是三个人，开车的时

候总是在后边咳，咳一声我的心里就抖一
下，总觉得到底这个隔得严不严实，会不
会感染到我？”

最终，赵闯克服了恐惧心理，尽责地
转运了全部患者。他还留下电话，只要哪
家有了困难，他都第一时间上门解决。

公安民警 承担转运工作

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在这场战“疫”
中，每个党支部都是一个堡垒，每个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

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党委书记胡明荣
说：“党旗要扛着，是不是这个道理，让老
百姓看得到党旗，听得到党的声音，看得
到党员的这个形象。”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20 分钟就组
建起一个16人突击小组，负责全院的插管
工作，最多时一天做了17台手术。

在方舱医院里，每天有大量的医疗生
活垃圾需要清理。这支包括8名退伍军人
在内的50人清洁突击队，进驻收治了上千

名患者的武汉江岸方舱医院。
医疗物资急需送达一线，高铁武汉站

的党团员突击队，平均每天要徒手搬运
1000多件抗疫物资。

武汉站党团员突击队队长彭开伟说：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对得起我胸前这个
党徽，这个时候必须我们上，物资早一分
钟运输前线，那么就能救更多的人。”

在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里，有一个临
时党支部，帮助医护人员分发药物、食品，
收集解答病友提问，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一股温暖力量。

战“疫”当前 每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当几乎整座城市的居民都宅在家里
的时候，人们意识到，那些原本看似最简
单的日常城市生活，其实要仰仗强有力的
组织和高速运转的精密体系来保障，更需
要一大批在非常时期还愿意冒险出行、坚
守岗位的人，为医生服务、为患者服务、为
城市服务、为每一个武汉人提供保障。

他们中，有从送外卖到代购买药，
为更多人带去了温暖的骑手老计；有在
新冠肺炎治愈后，通过直播向大家传递

信心的广播主持人郝丹；有因为疫情无
法返回工作岗位，便申请做了社区志愿
者的武汉市民杨宁；有穿梭于城市为人
们送去生活必需品的快递小哥李顺，也
有专门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班车司
机胡毅……

千万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每扇
紧闭的门窗背后，都是特殊的战斗！

彼此间的守望相助，温暖善举，让一
个个平凡的武汉人绽放出英雄的光芒。

英雄本色 皆在你我的平凡中呈现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护士郭琴。

江岸区后湖街道惠民苑社区网格员丰枫。

快递小哥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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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警察。

下沉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