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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送医护人员开始120天的勇敢坚守

2020 年除夕夜，汪洋与家人告
别后，开车去接一位医生下班。当
时，医护人员上下班的交通出行存在
困难，这也是汪洋志愿服务的“第一
战场”。他迅速在群里发出呼吁，号
召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为医
护人员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

第一天接送了几十名医护人员
后，汪洋紧张的心也稍稍缓和。“不可
能不害怕，在当时的情况下，出门就
意味着风险。但只要我按照规范做
好车内消杀工作，被传染的几率就会
小很多。”汪洋说自己心中一直绷着
一根弦，那就是与时间赛跑。“能多接

一位就是一位。我多辛苦一下，就能
多帮助一名医护人员，也就是帮助了
更多的患者。”

接送医护人员的途中，有的人会一
路讲述一线的情况，有的则因为太疲
惫，上车倒头就睡。随着整个战疫形势
的好转，援鄂医疗队陆续离开武汉。

4月10日，汪洋收到了安徽援鄂
医疗队徐阳护士寄来的礼物，是一件
印有他俩合影的 T 恤衫。这场战疫
中，他与不少医护人员结下了刻骨铭
心的情谊。“他们为武汉拼过命，为湖
北拼过命。我继续我的战斗，直到最
后的胜利。”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哪里有需要志愿者就去哪里

在 100多天的防疫战中，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汪洋所在的青山区应急志愿服务队、
北湖测温值守点志愿服务队、敬老院
送餐服务队、志愿免费接送医护车
队、翠园社区志愿服务队等多支服务
队伍，时刻不忘“疫情不退我不退”的
铮铮誓言。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哪里有需
要志愿者就去哪里。”青山区钢花小
学的音乐教师华雨辰与汪洋并肩战
斗，接送医生护士上下班、配合交警
测量来往车辆人员体温、装卸和搬运
物资、担任方舱医院播音员等工作。

“别看她瘦瘦的，扛蔬菜、搬泡面都是

巾帼不让须眉。”汪洋十分钦佩志愿
者团队中的女性们。

家住徐东的中国一冶员工张忠，
每天开车 60公里到青山北湖高速收
费站做志愿者。张忠还帮青山区联
系到了多批来自四川乐山的八宝粥、
牛奶、方便面的物资捐赠。

汪洋志愿服务的“第二战场”，在
青山区北湖收费站。当他看到 20辆
贴着“雷神山板房，武汉加油！湖北
加油！”的大卡车，看到汶川 6台运送
捐赠物资的车辆从北湖收费站进入
武汉时，情难自禁，流下热泪。“全国
人民都在支援我们的，黎明就要来
了！”

舍生忘死，危难时刻武汉遍地凡人英雄
长江日报记者祁燕 夏奕 武叶 唐婧妮 通讯员马遥遥 张琳 张春红

“舍生忘死”，是20字“伟大抗疫精神”的第三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讲道：“危急时刻，又见遍地英雄。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他们中间，有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而自己错过救治的医院院长，有永远无法向妻子兑现婚礼承诺的丈夫，也有牺牲在

救治岗位留下幼小孩子的妈妈……”

“舍生忘死”这四个字，正是无数勇敢的武汉人在自己心爱的城市遭遇新冠肺炎肆虐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生动写照。

15日，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了4名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英雄。平日里他们都是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危难来临，他们不惧生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武汉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喻莉

拼命救人再危险也要冲上去
“每个医生都是普通家庭的一分子，他们是父母的孩

子，孩子的父母，然而穿上这身白大褂，遭遇疫情，我们就是
‘战士’，首要职责就是治病救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武汉
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喻莉说，“疫情就是命令，当人
民群众的生命受到威胁，我和同伴们只有一个念头：战疫不
能缺席，排除万难也要顶上去；拼命救人，不能眼睁睁地看
着生命逝去。”

白衣为甲，他们是冲锋在前的火线天使

疫情初期，武汉市中心医院后
湖院区被列为新冠肺炎定点救治
医院。大量发热、咳嗽的病人如潮
涌入，未知的恐惧和焦虑笼罩着这
座城市。

来不及恐惧，没有丝毫犹豫，喻
莉和团队迅速投入到RICU新冠肺
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有的同
事亲人卧病在床，有的两个孩子尚
年幼，还有家人劝他们请假、辞职，

“但我们的队伍，没有人‘掉链子’，
大家积极报名请战、士气高昂。”喻
莉回忆战疫之初时动情地说，老百
姓可以不出门，但医生绝不能退缩

不上班。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
业，疫情危急时刻，就得冲到最危
险的地方，救死扶伤。

由于持续高强度的临床工作，
两次重感冒向喻莉发起冲击。畏寒、
低烧、乏力……在那个特殊时期，任
谁心里都直打鼓，可作为团队的主心
骨，她甚至来不及紧张。她一天未
休，迅速自查，好在反复检查证实只
是感冒，吃药之后顺利治愈了。

几个月下来，通过严格执行院
感防控标准，科学救治和有效管
理，许多患者转危为安，喻莉所在
的科室医生无一感染。

不能眼睁睁看着人走，拼命留住更多生命

重症医学科收治的都是危重
症患者，为了抢救生命，经常需要
给患者插管或进行胸外按压。这
个时候，病人气管里喷射出大量带
着病毒的气溶胶，也是医生最容易
被感染的时刻。因此，收治新冠肺
炎的重症监护室，是医生抗疫最危
险的“战场”。

“人命关天，大家没时间想这
么多，也顾不上危险。”喻莉回忆，
同事们面对这种被感染的风险，从
来没有犹豫过。

一位病重患者突然出现病情
变化、危在旦夕，当值的杨军辉医

生评估后紧急进行气管插管。穿
着厚厚的防护服，护目镜上布满雾
气，视力模糊不清，手上戴 3 层手
套也变得不够灵活，做气管插管难
度很大。“为了保证操作的准确性，
必须将脸贴近患者的口鼻处实施
气管插管，近距离直面病人呼吸
道。”喻莉说，为了操作准确，杨军
辉的脸距离插管的位置不足一拳。

“拼命救人，再危险也要冲上
去！”回首曾经战斗过的日子，喻莉
说，为救病人拼命的不仅仅是她，
在抗疫一线的所有医护人员都在
这么干。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新村街派出所副所长邵玉春

我们是人民警察
为人民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那一刻，我根本没想过危不危险，只想帮助病患再快
一点点，能赶到医院及时救治。不只是我，当时所有武汉民
警，全都冲在前面。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人民群众牺牲生命
也在所不惜。”

9月15日，记者在江岸区新村街派出所见到邵玉春，他
回忆起在抗疫一线牺牲的战友以及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同
事，不禁热泪盈眶。

一听呼救声就冲上楼，背起发热病患他没想太多

1 月 30 日 17 时许，时任大智
街派出所刑侦民警的邵玉春和大
智派出所所长刘远杰、辅警姚金龙
正在社区里等候一名疑似病患，准
备将其送医隔离。

小区一楼栋里突然传来“快来
帮帮忙……”这样一句带着哭腔的
呼救声。三人和社区工作人员一
起借着手机微光冲上二楼楼梯口，
见到一位正发热、戴着口罩的老先
生瘫坐在地，呼吸困难，一步也挪
不动。身旁老伴急得掉泪，告诉众

人他们正准备去医院。
邵玉春蹲下身子去背，老先

生爬不上来，刘远杰、姚金龙就在
他身后托举老先生往上扶，将体
重近 80 公斤的老先生放稳在穿
着防护服的邵玉春背上。邵玉春
勾腰近 90 度，背后双手托着老先
生的大腿，一步一步挪下楼，送上
转运车。

他背人送医的视频被身旁人
拍下来，数千万网友看见了都为他
奋不顾身救人的行为点赞。

当时警队里拼命往前冲的，不止他一人

“拼命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还有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邵
玉春沉痛地告诉记者。

硚口区公安分局利济派出所
社区民警吴涌，3月22日在派出所
寝室里心脏骤停，永远地离开了。

“他去世时才 51岁，自己的母亲被
确诊，自己的弟弟弟媳在医院一线
奋战，他都顾不上，一心沉在社区
里，忙完转运忙封控，忙着给居民
送菜送肉送水果。可谁也没料到，
那天下午午休躺下的他，再也没能
回到守护了16年的社区。”

全市的公安民警，都在一线忙
碌。

大智街派出所刑侦队共有 8
个年轻民警，转运任务繁琐危险，
可大家都以“我年轻、我身体素质
更好”为由，冲进所长办公室抢着
要先上。每天无论几点无论要去
哪，只要任务一来，二话不说就出
门。

派出所 59 岁的社区民警赵
勇还有大半年就要退休，家里八
旬老父亲还卧病在床。赵勇几
乎也没着过家，天天和年轻民警
一起驻守在辖区多个隔离点，一
夜接一夜地守着被送来隔离的
各类人群，跟年轻民警一起“熬
最晚的夜”。

年轻女警黄晶新婚才几个月
还没办婚礼，整个春节她和同为警
察的丈夫守在各自岗位上都没回
家，每晚小夫妻互相视频时只要说
一句“今天没发烧没咳嗽”，就很安
心。

按照战时奖励机制，邵玉春被
湖北省公安厅记个人二等功，2月
底他调任新村街派出所副所长。
来到新的岗位，他继续坚守岗位，
完成社区封控、治安防治、纠纷调
解任务。就在两周前，他还在烈日
下便装蹲守了 3个小时，按倒一名
交易的毒贩。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心卫生院范湖分院甘如意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一定要先上绝不能退缩

“我很骄傲，在这场胜利中，我不是一名旁观者，而是冲锋
者。”24 岁的甘如意是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心卫生院范湖分院
一名普通技师，疫情暴发时正在家中休假。从荆州到江夏大
约 300 公里，甘如意骑行四天三夜，心里只有“尽快返岗”一个
念头——“我是一名‘战士’，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一定要回到

‘战场’”。

四天三夜骑行300公里

1月23日，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武汉关闭进出城通道，车辆停运。与
此同时，武汉疫情肆虐，病人剧增。

甘如意深知同事已经一个人在
防疫一线撑了十几天，早已疲惫不
堪。“现在是关键时刻，我必须得赶回
去。”面对交通受阻的巨大困难，甘如
意决心骑自行车返岗。

1月31日上午，她骑着一辆旧自
行车，从家乡荆州公安县出发。父亲
执意要送女儿一程，两人骑行 7个小
时到达公安县，晚上在亲戚家落脚。

第二天早上，甘如意“劝退”了父
亲，独自一人继续行程。一路上累了
就推着走，有力气了继续骑，晚上 8
时到达荆州火车站。空无一人的街
道格外冷清，甘如意壮着胆子敲开一
家亮着灯的小店，在店老板的帮助下

找到旅社住宿。
第三天，甘如意沿 318国道又骑

行了 9 个多小时，天空飘着小雨，甘
如意穿着湿漉漉的棉衣越发觉得寒
冷，只得拼命给自己打气。当晚，她
在潜江检查点遇到了执勤民警，看到
通行证上车牌写着“自行车”三个字，
通行事由是“到武汉江夏金口中心卫
生院上班”，民警帮甘如意联系了旅
店，还帮她找了隔天去汉口的车。这
一晚，甘如意感到心里踏实多了，因
为离武汉越来越近了。

第四天，甘如意搭顺路车到了汉
阳，然后找到一辆共享单车继续骑
行。6个多小时后，她终于看到了熟
悉的金口中心卫生院范湖分院。“四
天三夜，我终于回来了。”经过一夜休
整，甘如意便投身抗疫一线。

“我们年轻人就要在关键时刻顶上去！”

甘如意所在的化验室，只有她和
另一名 50 多岁的肖医生，负责病人
血液、尿液、肝功能等生化检查。同
时，负责一个密切接触者隔离点的管
理工作，监测密切接触者的各项指
标，给他们送饭，并协助解决隔离期
间生活问题。

在疫情最紧张的时期，化验室
24 小时轮转，一班要连续上 12 个小
时，趁对方接班抓紧时间休息。为
了方便工作，两个人都住在单位附
近，随时能够增援。在全市核酸普
查 期 间 ，甘 如 意 又 和 同 事 进 村 入
户，每日采集核酸样本 60 份以上。

“我早想好了，我年轻，无论遇到

什么危险，一定要先上，绝不能退
缩。”当时大家对新冠病毒的认知还
有限，甘如意其实心里没有底，无法
预判危险在哪里。“但是我们是离群
众最近的‘健康守门人’，我的工作再
细致一些，病人就会被更早发现，上
级医院的医生们遇到的危险就少一
分。”

“我们年轻人就要在关键时刻顶
上去！”作为单位的团委书记，甘如意
成为了单位年轻大学生的榜样，大家
主动承担起门诊发热筛查和预检分
诊工作，对每一位就诊病人测体温、
详询病史，发现发热病人立即联系专
人专车，送至发热定点医院。

武汉爱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汪洋

我多辛苦一下
就能多帮助一名医护人员

“疫情来临时，为了我的城市、我的父老乡亲，平日里默默无
闻的我们，变成了最有勇气的人。”

15 日，武汉爱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汪洋告诉记者：
“当坐在人民大会堂时，心中的暖流一阵一阵地翻涌着。这场胜
利来之不易，珍惜当下，不忘初心，我还要更加努力。”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心卫生院范湖分院甘如意。

武汉爱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汪洋。 长江日报记者唐婧妮 摄

武汉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喻莉。 长江日报记者苗剑 摄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新村街派出所副所长邵玉春。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

统筹：李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