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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无恙 家国情深

从此，武汉是故乡

疫期
“援汉”国庆长假
“回汉”
探
“亲”

﹃礼让外地游客﹄带给他们美好记忆

﹃一杯热糖水，
让我们一家人心里暖暖的﹄

10 月 7 日，汉口火车站迎来返程高峰，车站秩序井然，许多来汉旅游的客人怀着
对大武汉美景、美食等汉味特色的特别记忆，
依依不舍、满载而归。
长江日报记者金思柳 通讯员代能跃 摄
打的有专人引导，从出站到入住酒店不到半小时；身
体不适时，景区工作人员立马送上热葡萄糖水……7 日，从
贵阳来武汉旅游的周晓一家，带着满满的感动，踏上返程
的旅途。
“武汉景美，武汉人更美！我们一家人在这里留下了
最美好的记忆。
”
她说。

外地游客感受“武汉礼遇”
“在武汉跟在家乡一样舒服”
“下车、打的、入住酒店……全程不到半小时。”周晓
说，10 月 2 日晚，她和爸爸妈妈乘高铁到武汉站，入住岳家
嘴附近某酒店。出站每一步都能看到详细的指示牌；排队
打出租车时有专人引导，效率特高；酒店入住手续也是秒
办。
“这点点滴滴的细节，
反映了武汉的文明水平。
”
4 日，周晓一家来到黄鹤楼景区游览。周晓妈妈突然
低血糖发作，头晕得厉害。看到这一幕，景区的工作人员
迅速送上了一杯热葡萄糖水，还安排她乘电梯上了黄鹤
楼。
“那天挺冷，还下着小雨，一杯热葡萄糖水，让我们一家
人心里暖暖的。
”
她说。
这个假期，无论是旅游行业的自律组织和从业者，还
是广大武汉市民，都把“礼遇外地游客”作为行为的遵循。
文明、友善、温暖……众多外地游客在武汉，留下了最美好
的回忆。
入住酒店，送消毒包、送月饼、送特色小吃……游客们
感叹，
“住在武汉，
就跟住在家乡一样舒服”。
来到景区，停车有预留车位，排队有外地游客专用通
道，点菜有“美食大使”帮忙推荐……“虽然人多，但服务让
人十分满意。”很多外地游客为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治理
水平点赞。

开辟景点预约“绿色通道”
武汉人把最美风景留给外地游客

朋友从南京来武汉，武汉市民小刘想陪朋友逛一逛。
“结果发现景点我预约不进去，他就可以。原来，是武汉给
外地游客开辟了绿色通道。”7 日，小刘打开旅游预约平台
向长江日报记者展示，选择省外游客预约通道，8 日即可登
黄鹤楼，
而选择省内游客通道，
只能约到 9 日的票。
“这样挺好。礼让外地游客，既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也
是武汉人的自觉选择。”小刘说，疫情期间，全国人民支持
和帮助我们。现在外地朋友想来武汉看看，我们当然要请
他们优先。
8 月 8 日，武汉启动 A 级景区免票游活动，23 家收费 A
级景区实行门票免费，游客通过网络预约，即可进景区游
玩。通知一出，武汉黄鹤楼、欢乐谷等热门景区游客量爆
满。
随后，市文旅局发出倡议，呼吁广大市民错峰出游，尽
量将热门景区的预约机会优先留给外地游客。武汉人纷
纷表示支持。
统计数据显示，倡议发出后的一个月，200 多万人次免
票进入景区游览，
其中近一半为外地游客。
“节日期间别去挤热门景点，尽量把有限的旅游资源
礼让给外地游客。”国庆长假期间，不少市民提醒身边亲友
“把最美风景留给外地游客”。

从让出军运会专用道，到礼遇外地游客
英雄城市跃上文明新高度
“我关注武汉很久了，从去年军运会，到今年抗击疫
情。”江西游客孟婷婷告诉记者，去年军运会期间，武汉全
城礼让军运会专用道的新闻让她印象深刻。
军运会开幕前两周，武汉决定在赛会期间设置军运会
专用道，仅允许持有“军运会专用车辆通行证”的车辆及执
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通行。
当时，武汉司机朋友中有一句口耳相传的话：
“桥上不
走最左边，桥下不走最右边，不管哪里走中间……”他们口
中“不走”
的那条道，
便是军运会专用道。
交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军运会期间，本地机动车
出行量减少了 1/3。军运会专用道投入使用以来，运动员、
技术官员、注册媒体记者准点抵达率高达 95%以上，其中
运动员、技术官员等重点人群的误点率为零。
“英雄城市，也是一座文明大城。希望这座历经风雨
的城市越来越好！”
孟婷婷说。
长江日报记者胡雪璇

待到无恙时，武汉再相聚。国庆中秋双节合璧
的假日里，
武汉信守了与全国人民的承诺与约定，
笑
迎八方宾客。
“我们回武汉了。
”
那些白衣执甲，
驱散黑暗的援
汉医疗队队员们，
佳节重返武汉时，
用到最多的一个
字，
就是“回”。
从“去”变成“回”，一字之差，是情感的宾主转
换，
是休戚与共的精神羁绊。武汉，
已然成为他们心
中的故乡。
武汉，
是责任彰显地。难忘疫情焦灼之时，
4万多
名白衣战士，
闻令而动驰援湖北，
决胜武汉。广东援
汉医疗队护士卢俊，
国庆长假前回武汉，
看望 88 岁的
冯保会和 83 岁的李绍华夫妻。1 月初，
两位老人同时
患上新冠肺炎，
经广东医疗队悉心治疗后康复。
“和爷
爷奶奶相处久了，
一直惦记着他们。
”
在冯爷爷家，
卢
俊和两位老人的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生命至上，
心

系每一位患者，
援汉医疗队队员与患者之间的特殊感
情，
早已超越了普通医患关系。经历生死，
走出黑暗，
已是亲人。有亲人的地方，
就是故乡。
武汉，是生命托付地。英雄者，国之干，舍生忘
死，
不畏艰难。上海医疗队黄建芳医生，
疫情期间坚
守雷神山医院。10 月 3 日，黄医生一家登上黄鹤楼，
看到如今的武汉街头人如潮水，她觉得骄傲自豪。
丈夫陈前说，当初得知妻子要援汉，同为医生的他，
恨不得替妻子去。但考虑到妻子是感染科医生，比
外科医生的他，
专业上更适合，
只能含泪送别。疫魔
肆虐时，
这样的送别，
每一名援汉医疗队队员都曾经
历。前路未可知，一眼或永别，但抗疫的勇士们，都
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献我英
灵，
唯有故乡。
武汉，
是未来期许地。当各大高校新生，
陆续报
到时，人们欣喜地发现，不少援汉医疗队队员的孩

陈前、黄建芳、陈石聪（从右至左）在黄鹤楼登
楼远眺武汉美景。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

9 月 30 日，卢俊（右一）回汉看望冯保会（左一）
和李绍华（中）老人。
长江日报记者任勇 摄

子，考到了父母战斗过的武汉念大学。来自上海的
新生孙乐，选择了武汉大学临床医学本硕博连读。
疫情期间，
他的父亲在火神山医院，
负责接收重症患
者。大学所在地，
是除家乡外，
孩子学习生活最久的
地方，
是成长立志之所。孙乐说，
他希望成为像父亲
一样的医生，毕业后为武汉的医疗事业作出自己的
贡献。蓬勃发展的武汉，
是承载理想的好地方，
未来
可期。留武汉，
新故乡。
而今江城已无恙，
英雄的精神和感恩的情怀，
已
融入城市的血脉与肌理。无论是全体援汉医疗队队
员，还是支援雷神山、火神山建设的外地工友；无论
是山东寿光为武汉捐赠蔬菜的菜农，还是重庆巫山
为武汉赠送柑橘的果农……那些千千万万，帮助武
汉斗罢艰险，走出至暗的人们，你们的恩情，武汉人
民铭记于心，
欢迎你们常回武汉。
从此，
武汉是故乡。

刘晓春回到援汉期间居住的酒店房间。
长江日报记者李彤 摄

上海援汉医生登上黄鹤楼！
一个月前，
她把女儿送到武大读书

援汉护士回汉看望康复老夫妻
见证“最美爱情”

广东援汉医生重返武汉
完成与方舱考生的约定

10 月 3 日上午，上海援汉医生黄建芳与丈夫
陈前，带着女儿陈石聪，登上了黄鹤楼。一个月
前，女儿考入武汉大学医学部，趁着国庆假期，一
家三口决定故地重游，
看看武汉现在的样子。
“我感觉现在的武汉完全恢复了活力。”从
免费入住的纽宾凯希璞酒店出来，黄医生一家
坐上高德打车去黄鹤楼。送他们的司机名叫成
冬，是疫情期间高德打车与风韵出行“免费医护
专车”接单最高的司机。成冬说，他送过不少去
雷神山医院的医护人员，感谢黄医生勇敢支援
武汉。
“妈妈，你看那边，真好看！”一家人登上黄鹤
楼，女儿陈石聪指着远处的龟山电视塔说。听到
这句话，
再回望自己曾经的“战场”，
看到如今的武
汉街头人如潮水，
黄建芳医生感到“有点自豪”。
今年 2 月 19 日，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感染科
的黄建芳，
驰援武汉雷神山医院。有着丰富感染科
工作经验的她，
在雷神山医院主要负责院感工作。
1 月，
黄建芳将自己要去武汉支援的消息告诉
了丈夫陈前。丈夫陈前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区中
心医院普外科的一名医生。得知妻子要去援汉，
陈前的第一个念头是，自己能不能替妻子黄建芳
去。但是，
陈前立马又理性分析：
“我是外科医生，
她是感染科，
从专业上来说，
她去要比我更合适。
”
不管是作为丈夫，
还是作为医生同行，
陈前都
十分相信黄建芳的专业能力。
“她那么多年的专业
性实践，
是能够做到保护自己的。
”
每一天，
陈前都
叮嘱黄建芳，
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好吃饭。
2 月 19 日至 4 月 6 日，黄建芳一直坚守在雷神
山医院。这段日子里，她经历了复杂的情感变
化。自己所在病区成功治愈了第一个新冠患者，
黄建芳高兴得立马将这个消息告诉远在上海的丈
夫。
“有一个病人出院了。
”
同时，随时关注着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黄建
芳，
也会为阶段性的感染数量的增长，
而感到难过。
“有空就拿出手机看，
看看武汉现在是什么情况。
”
除疫情外，家里正在读高三的女儿陈石聪的
学习，是黄建芳第二担心的事。在黄建芳援汉的
第 10 天，女儿给妈妈发来一段话，彻底让她放心
下来，
安心战斗：
“我希望妈妈能够保护好自己，
努
力工作帮助更多病人。我在家也会努力学习，我
们要一起努力克服疫情这道坎。
”
9 月，陈石聪终于如愿以偿考进武汉大学医
学部。成为一名医生是陈石聪从小的梦想，而新
冠肺炎疫情中全国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让她更
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疫情 期 间 ，88 岁 的 冯 保 会 和 83 岁 的 妻
子李绍华，在新冠肺炎隔离病房相濡以沫的
样子，打动了无数网友，被称为“爱情最美的
模样”。2 月底，夫妻俩治愈出院，照顾他们
的广东医疗队的医护一直与冯保会保持联
系，定期询问康复情况。这个国庆，广东援
汉医疗队队员、护士卢俊 ，专程到冯保会家
看望两老。
9 月 30 日下午 3 时，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护士卢俊刚到武汉，便拎着行李直奔冯
老家。
得知援汉医护要来看望自己，冯保会早早
将房间打扫干净，换上干净的衬衣，坐在沙发
上等候。
“ 说实话，我可能还不认识他，当时他
们都穿着防护服，我也看不到样子。”冯老难掩
激动。
下午 4 时，卢俊一进门，冯保会就紧紧握
住了他的手。
“感谢有你们的照顾，冒着生命危险救我
们的命，感激不尽啊！”冯保会说，这是他第一
次看清医护的脸，听到熟悉的声音，就想起来
是谁了。
“这个病传染性很强，你们再与病人打交
道，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冯保会嘱咐卢
俊。卢俊则给老人买了牛奶和营养品，叮嘱他
注意调养身体。
卢俊说，整个医疗队的同事都很牵挂两
位老人，托他一定要把老人的情况发到微信
群里。现在看到他们身体都恢复得这么好，
终于放心了。
“ 感觉自己的付出有回报，是值
得的。”
“当时最打动我们的就是老人给老伴喂饭
的样子，本来婆婆不愿意吃饭，老人一来，她就
听话了。有时候一喂就是一个小时，没有一点
不耐烦，半夜还会过来给她掖被窝，当时很多
同事看到都流泪了。
”
卢俊说。
出院后，两位老人身体都恢复得很好，也
没得过感冒。但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伴，得
像哄小孩一样，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冯保会从
房间里拿出一张裱好的照片给卢俊看，那是李
绍华 38 岁时拍的。对于网友“最美爱情”的评
论，老人顿了顿说：
“ 年轻时，我们讲爱情，现
在，
我们讲感情。
”
中秋节，老人的心愿是和新冠肺炎康复的
儿子、姑娘一起，吃一顿团圆饭，也祝福所有援
汉医疗队的医生护士节日快乐。

“这次是为了完成和一个 18 岁小伙子见面的约
定，祝贺他成为大一新生！”9 月 27 日，广东援汉医疗队
队员刘晓春，回到自己战斗过 45 个日夜的武汉，见到
了一直牵挂的“方舱考生”。
援汉医生刘晓春是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创伤骨科
的主治医师。今年 2 月，他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工作
时，
认识了一位 18 岁的小伙子。
“我发现他在方舱医院，
一直安安静静地看书。向护
士打听得知，
男孩今年参加高考。
”
想到自己也是非典时参
加高考，相似的经历，让刘晓春非常清楚男孩的心理状
态。除了生理上的治疗，
刘晓春每天都会帮他进行心理疏
导，
还时不时讲讲笑话，
教教粤语。待男孩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
刘晓春送他出院时，
两人许下高考后相见的约定。
再次相见，男孩已经顺利入学，
“我一直想再当面
谢谢哥，感谢你当时对我的鼓励，我才能考上大学。”男
孩对刘晓春心存感激。
看到男孩一切安好，刘晓春放下心来。
“他是一个
很紧张的孩子，我回广东后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时刻关
注着他的心理状态。
”
刘晓春这次的行程非常匆忙，男孩想带他在武汉
到处看看，品尝一些地道的武汉小吃。由于时间紧张，
刘晓春安慰道：
“没关系，这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来日
方长。”说完，他送上了自己从广东带来的礼物，一本记
录了抗疫时刻的书籍——《武汉一定赢》。
“当你遇到困
难的时候可以翻开这本书，想想自己都已经经历过了
生死，还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吗？”听到这句话，男
孩坚定了信心，向刘晓春许下今后会继续深造的目标，
等到放暑假时，
一定要到广东再看看这位大哥哥。
“当时我是坐高铁来的，所以这次也同样选择了高
铁。”一出高铁站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刘晓春感到这
才是武汉该有的模样。
重返武汉，刘晓春订了当时入住的房间，
“住回这
里，感觉一切都太熟悉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行李箱摆放
的位置。”当晚，接到广东朋友约饭的电话，他回复道：
“改天吧，我已经回武汉了。”在被问及为什么用“回”这
个字时，他表示，这座城市带给他不一样的经历，现在
看它，
感觉很亲切。
离开酒店，刘晓春前往曾经的江汉方舱医院。在
网约车上，刘晓春回忆起每天上下班的情景，还为司机
师傅指路，
“再往前些，
再有一个路口就到了。
”
进入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刘晓春说：
“今天看到这
里在布置展台，如果不是之前在这里工作过，根本不会
想到这里曾是方舱医院。”看到这里已经没有了几个月
前的痕迹，他感慨道：
“建医院的目的就是救治病人，现
在目的达到了，会展中心恢复了往日的功能，武汉疫后
恢复的速度超乎我的想象。
”

（文字：
长江日报记者贾代腾飞 王超然 占思柳 见习记者谭芳 通讯员江萌

统筹：
贾代腾飞）

她是获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
唯一台胞

“能为武汉抗疫出一份力我感到很荣幸！”
长江日报讯（记者胡雪璇 通讯员潘力）9 月 29
日，武汉台资企业协会会长、斯米克美加集团总
裁、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董事长萧永瑞，获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据悉，全
国共有 800 名女性受此殊荣，萧永瑞是唯一的台湾
同胞。
“疫情期间，武汉的医护人员、党员干部、志愿
者、普通市民挺身而出、守护家园，他们的坚守和奉
献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作为一名在武汉生活近 20
年的台湾人，能为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出一份
力，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感到很荣幸！”9 月 30 日，萧
永瑞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有 76 名学生的家长，
是坚守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 学校起初
还不了解这个情况。”萧永瑞说，直到开始上网课，

一般低年级的孩子都有家长在身边，可有的孩子家
长却不在身边。
“一了解才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在
医院抢救生命。
”
萧永瑞立即要求老师逐个摸排情况。
“ 对一线
医护人员的子女，我要求老师进行一对一辅导。同
时，学校还决定对这些孩子的学费、生活费进行了
适当减免。
”
考虑到一对一辅导增添了老师的负担，学校
考虑给相关老师发放补助，可老师们纷纷表示不
需要。
“ 大家都觉得，孩子们的父母在一线守护大
家的安全，我们在后方照顾好他们的孩子，是应该
的。”
“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不少医护人员献出了自己
的宝贵生命。”说到这里，萧永瑞红了眼眶。
“我们设
立了 1500 万元的专项基金。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子女，
如果愿意选择美加分校就读，
我们将免除
一切费用。”目前，已经有一位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医
护人员子女，
来到美加分校就读。
经历这次疫情，让萧永瑞对身边的武汉人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美加旗下一个项目的物业经理张
逵，
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小区封控前夕，
她不顾家人
的阻拦，把年幼的女儿交给老人，从青山赶往江夏，
协助做好小区疫情防控工作，还联系超市为居民团
菜团粮，一个人在江夏住了两个多月。美加分校的
不少老师，一边上网课，一边参与小区的志愿服务。
在听闻有同事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的时候，大家
也没有退缩，
而是坚持服务。
“那么多普通人，在危难时刻守护家园、坚守岗
位。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
的人民！”
萧永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