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武汉 3 月 9 日电（记者杨帆、李思
远）望着酒店窗外不远处的珞珈山，张于记起
去年 9月来武汉参加中国危重病医学大会，只
临行前参观了黄鹤楼，尝了热干面、莲藕汤。他
想再来武汉肯定要好好看看当地的风景名胜，
而这一次，张于以医生身份援湖北“参战”。

39 岁的张于是河北省唐山市人民医院
重症科一名医生。2 月 19 日他带领当地另外
29 名医务人员，随河北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驰援一线，进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做过最坏打算，被感染，甚至牺牲。”张
于说，望着前来送别的朋友、同事、领导，心里
是有些复杂的。2003 年非典时，正在医学院

校就读的张于就立志成为一名合格医生，关
键时冲锋在前，所以这次他没有退缩。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是拥有 3300 张床位
的大型医院，正式进组前张于和同事们接受
了医院信息系统等方面培训，河北省医疗队
还特地带了感控老师，帮医生护士们讲解在
医院如何进行有效的预防与控制院内感染，
这一趟他学了不少。

入组后的第一个夜班让张于印象深刻。
一名 83 岁的患者需要送到 ICU，转运工作
落到他身上。第一天上班，张于稍有紧张。转
运路线需要从病房坐电梯到一层，穿过一条
黑暗狭长的楼道，再过一条院内马路才能到。

“第一次感觉这条路好长，光上下坡就好
几次。”张于说，护目镜起了雾，又为避免防护
服破损，推着病人谨慎迈着小步，一路用了
40 多分钟。

重症病室分白班、夜班两组，每个班 12 小
时。张于告诉记者：“跟平时上班不一样，只要上
岗，那根弦就紧绷着，一个班下来确实有些累，
不过大家都适应得很快，到目前没有差错。”

来武汉的日子里，很多细节让张于感动：
酒店外的超市不对外营业，只对医务人员开
放；医疗队所宿宾馆外停着志愿者的车辆，遇
到特殊情况随时服务；缺少消毒物资，爱心网
友第一时间送来酒精，帮忙解决住宿地消毒

问题。
“这里的人克服了很多困难，他们明知接

触医务工作者是有极大风险的，但仍力所能
及守护这座城市。”张于说。

每次夜班睡醒后，张于都会从窗子往外
看。“他们说不远处那里就是珞珈山，每年樱
花开了非常美，参观时候人挤人。”顾不上看
几眼，张于又要继续整理相关数据，做好工作
总结，准备下一个班。

“这里情况一天比一天好。”每次视频，张
于都让家人心放宽。一家人还约定：今年一定
来武汉旅游，看看珞珈山，看看这座张于“战
斗”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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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时无心赏珞珈 只盼战“疫”凯旋归
记河北援湖北医疗队医生张于

待樱花盛开，携手同观
相隔千里夫妻共同抗疫

3 月 2 日下午 1 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急诊科护士白钰下了早班，立即拿起手机，
看看有没有丈夫发来的信息。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她的丈夫邢正涛作为宣武医院援武汉
医疗队成员之一，已在前线驰援 40 余天。

邢正涛也是急诊科护士，比白钰早参加
工作 4 年。急诊科成了他们相识、相知、相恋
的地方。“平时两个人工作生活都在一起，这
也是头一次分开这么久。”邢正涛说，“刚开始
很不习惯，现在每天空闲时都会和家人视频，
慢慢习惯了些。”

白钰说：“正涛去一线的头几天，我心里
很难过，经常流泪。那几天不想吃饭，也睡不
好，总担心他没做好防护，会有危险。”

报名驰援武汉，两个人其实早就商量好，
要共同参加。但因为男同志体能较好，且出于
对双职工家庭的考虑，院方最终决定让白钰留
守后方，照顾家庭和不到 1 岁半的女儿。决定
支援武汉时，邢正涛夫妻二人瞒着父母报名，
后来父母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儿子赶赴一线。

后方同样是“前线”。 白钰原本在宣武医
院急诊观察室工作，因疫情防控需要，她被临时
调整到急诊大厅，负责协助分诊。“每天什么样
的病人都可能遇到，我在一线全副武装，而她面
临的风险有时候比我还大。”邢正涛说，每次视

频时，两个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相互叮嘱对方
要做好防护。即便如此，两人聊着聊着就谈起各
自近期遇到的病例，变成了“业务探讨”。“当然，
我们也时常聊起医疗队出征当日的情景。”

1 月 27 日医疗队出发当天中午，白钰接到
丈夫出发通知后，匆忙回家为丈夫准备行囊，收
拾完行李赶回宣武医院已是下午 3 点半，医疗
队已整装待发，白钰终于忍不住，抱着护士长孙
雪莲哭了起来。孙雪莲安慰说：“怎么去的我还
把他怎么带回来。”当天，白钰在朋友圈写道：
“家国之使命，不容辜负，我等你回来。”

跟随车队，白钰一路将丈夫送到机场，发
现一个装有物资的纸箱没有贴标签，而手头
也没有签字笔，白钰从包里拿出自己的一支
口红在箱子上写下“宣武医院”4 个字。

今年的情人节，邢正涛夫妻相隔千里，但
心却在一起。白钰在朋友圈发了 2 张 2 人隔空
比心的照片，并写道：“你我相距 1128 公里，相
约待樱花盛开，携手同观。”白钰说：“疫情结束
后，我们要再去武汉，走一走正涛来时的路，看
一看他工作过的地方。” （记者侠克）

新华社北京电

▲白钰在工作结束后摘下口罩（2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邢正涛工作结束后摘下口罩（ 2
月 24 日摄）。 新华社发（和冠欣摄）

“我在这儿都好，
你上班一定做好防护，
照顾爸妈你费心了。”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 24
岁男护士杨扬，支援湖
北孝感已经 2 0 多天
了。远在 2700 多公里
外的家乡，同为“90 后”
的未婚妻王珊珊也奋
战在医务岗位上。遥遥
千里相隔，他们有着同
“疫”坚守。

疫情暴发初期，杨
扬一连写下几封请战
书。但院里考虑他年龄
小、未成家，拒绝了申
请。杨扬没放弃，又递
交了申请，“我奶奶是
妇产科医生，自己从小
就以她为荣。如今也选
择了这个职业，当国家
需要时，我觉得应该有
所行动。”他说。

2 月 12 日晚，杨
扬跟随黑龙江省第三
批医疗队抵达湖北孝
感。当日上午从所在的
伊春市第一医院出发
时，未婚妻还忙着血透
室的工作，二人只能隔
着玻璃挥手道别。“我
看见她 在 悄 悄 抹 眼
泪。”杨扬说，起初，未
婚妻和他一起写了请
战书。后来他们商量好
分工，“特殊时期，无论
前后方，都是战场”。

在前线，杨扬被分
配到孝感应城市中医
医院支援。6 小时一个
班，杨扬和同组另两名
护士，要执行医生下达
的医嘱，还要随时盯住
ICU 内重症患者的生
命体征。因为病人普遍
缺乏意识和行为能力，
生活、治疗都需要医护
人员来照料。

“进 I CU 前 2 个
多小时，就不再进食进水了，免得工作时
上洗手间。”像杨扬一样的男护士，是稀
缺资源。有重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每次
当班，他就把自己当成这些患者的“临时
家人”，帮助他们翻身擦身，喂饭喂药。

一次夜班，ICU 内一位 70 多岁的大
娘突然从睡梦中醒来。“我感觉到老人眼
神中充满不安和茫然。我拍拍她说‘大娘
放心，不用害怕，一切都有我们呢’。”杨扬
说，自己想用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患者家
人们在院外也觉得放心。看着病床上大爷
大娘期待的目光，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小
陀螺”，快一点、再快一点。

而在伊春，从正月初二复工起，王珊
珊每次当班时，早早来到医院血透室，为
病人进行透析，有时要加班到晚上九点
多。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她也穿着防护服，
进病房前消毒、测体温。“不能大意，对自
己负责，也是对患者负责。”王姗姗说。

“每天下班回到驻地，会给家里微信报
个平安。未婚妻担心我，但她从不把不安情
绪传递给我，怕给我增添压力。”杨扬说。

一天，杨扬凌晨两点下班时，下起淅
淅沥沥的小雨。这是从小生活在北方的
他，第一次这么早经历雨季。

空气中清新的味道，那是春的气息。
杨扬说：“希望我们能早日战胜疫情，把患
者健健康康送回家。也早日见到我的那个
她……”（记者闫睿、梁建强、唐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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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3 月 9 日电（贾启龙、
黎云、罗杨）江城武汉的春天如约而
至，鹦鹉洲上的芳草该绿了吧？

透过病房巨大的落地窗，泰康同
济医院感染一科的患者们，也在眺望
这春色。

看着患者隔窗而望的眼神，护理
小组组长吴治敏找来组里的其他 5
位姐妹余秋萍、张真、张欢、肖洁、李
杨，策划了一个方案。这一次，六姐妹
要为患者做一回春天的”搬运工”，把
融融春意迎进病房。

每天医院、宿舍两点一线，“红
区”护理工作一班就是 4 小时，加上
穿脱隔离服、上下班路程的时间，昼
夜颠倒地换班……其实，护理组的这
6 个小姐妹，也没有亲近过武汉的
春光。

可“提灯女神”的手，巧着呢。六
姐妹拿起记号笔，将江城春色美景绘
制在护士们白色的防护服上。6 名穿
梭在病房里的护士，让“流动的春天”
呈现在患者的眼前。

张真主动请缨当画师，她要把最
能代表春色的 6 种花卉，分别画到每
位姐妹的防护服上。

没有颜料和画笔，就用黑色的油
墨记号笔，照着手机上搜到的教程模
仿。一笔一画间，被称为“你好，春天”
的组图，就在张真的手中诞生了。为
了能够平衡黑白两色的单调，张真又
煞费苦心地“手绘”了一枚红色印章。

吴治敏和张欢也有妙招——用棉
签、塑料膜，手工制作了“鲜花”，绑在树
枝上，粉嫩的颜色配上绿芽，也能以假
乱真。

穿上精心绘制了花卉图案的防
护服，带着春天的气息，六姐妹把希
望迎进了病房。当她们突然齐聚在病
房，“你们把春天带来了！”47 床的阿
姨眼睛笑成了线。近期，看到其他病
友纷纷治愈出院，而自己还不能回
家，她的心情有点郁闷。春意四射的
花朵，瞬间将她内心的阴霾一扫
而光。

“这是樱花，武汉最有名的花。”
张真防护服上的樱花最早被认了出
来，她高兴地说：“祝愿大家早日康
复，一起去武汉大学赏樱花。”

“这个应该是百合吧，你喜欢百
合吗？”患者提问，余秋萍说：“百合花
有团结友爱的含义，只要我们团结起
来，就一定能战胜病毒、渡过难关。”

“阿姨，我这个最好猜。”人如其名的张欢，拉着患者王阿
姨笑着说，“这是向日葵，葵花遇阳而生，病毒遇阳则灭，我就
是来帮你们消灭病毒的。”最近，张欢很开心，她的丈夫、火神
山医院护士谌磊刚刚火线荣立三等功。

夫妻同在武汉抗疫 20 天，却只有过一次 30 分钟的见
面，可这丝毫没有影响张欢的工作状态。夫妻俩总在微信里
互相勉励，“并肩战‘疫’是战斗口号，注意安全是最美情
话。”

防护服上画着玫瑰花的李杨，领到一个让她最开心的任
务，送 3 位康复患者出院。“玫瑰不仅象征爱情，还有勇敢的含
义。你们已经勇敢地战胜了病魔，今后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
困难，都要勇敢面对……”李杨对他们说。

“虽然我没见过你摘掉防护面罩的样子，但我相信，你一
定像玫瑰花一样美丽。”出院的 3 名患者，最大的心愿就是看
看口罩后面那张笑意盈盈的脸。

吴治敏的防护服上画着荷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咱们
也要保证‘零感染’，平安凯旋。”吴治敏说。

完成护理任务，6 位“天使”再次回到了清洁区。肖洁对着
“灵魂画手”张真又提出了新的设想：“我们科老年患者多，下
次画朵玉兰，老人家一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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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此外，对于部分企业来说，复
工不是简单“重启”，抢抓新经济风口谋求逆
势增长，是一个明显趋势。在线买菜、火锅外
卖等数字化“宅经济”，在重塑消费和生活模
式的同时，为企业转型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淘榜单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受疫情影
响，不少线下商店转向线上卖货，2 月份淘宝
新增商家 100 万户，淘宝直播开播的商家环
比增幅达 719%，成交金额比去年翻倍。

网络诊疗、在线教育、在线办公、智能配
送等新模式新业态成为各地着力培育的热
点。上海、浙江将 2020 年受理的企业科技
创新券使用额度上限提升至 50 万元，并支
持相关企业为中小企业免费提供云上办公
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大型企业减免工具
费用，与中小企业一起抱团取暖。携程对全

国约 8000家门店暂免 3 个月管理费，蚂蚁金
服旗下网商银行对 150 万家湖北小店和正在
抗击疫情的 3 0 万医药类小店利息下调
10%，阿里巴巴免去所有天猫商家 2020 年上
半年平台服务年费。

此外，万达商场、华住集团等线下企业也
通过减免租金及物业费、减半收取加盟管理
费等形式，帮助商户渡过难关。

阿里巴巴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
日，已有 30 万商家从网商银行拿到了利率八
折的 100 亿元特别扶助贷款。

需加强优惠政策落地，推动企业

复苏重生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
加大对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帮扶力度，救助
政策要精准落地，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前面。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在政策制定和落实
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到位的问题。

有的层层甩锅，以文件落实文件。记者
注意到，在中部某省，为鼓励业主为租户减免
租金，省级政府提出“属地政府可采取适当方
式给予补贴”，市级政府表示“县区政府可采
取适当方式给予补贴”，但到了县里只剩“鼓
励”，没有具体补贴方式。

有的层层缩水，企业获得感不强。在援
企稳岗方面，国家和省级层面都要求对于不
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
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人社部还放宽了
“少裁员”的标准。但在有的地方政策中，享
受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的范围被限定为“不
裁员的企业”。

“当务之急是抓好落实。”复旦大学经济
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各地规上企业开复

工已基本恢复正常，正是打通产业链条，推进
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关键期，各地要以更大
力度优化服务，明确细则，简化流程，把各项
优惠政策变成“及时雨”。

在落实普惠性政策的同时，相关部门也
应关注行业差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表示，疫情对整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但对不同类型、行业、规模企业的影响程度各
不相同，要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惠企政策，及
时跟踪政策落实情况。

清研智库对 600 多名中小企业管理人员
进行问卷调查后建议，在挖掘扶持政策红利
的基础上，应鼓励创新“共享员工”等用工方
式，积极推行在线办公、远程协作、数字化管
理，实现技术、产能与订单等资源共享，推进
工业互联网建设，优化供应链管理，增强企业
竞争力。

新华社武汉 3 月 9 日电（记者冯国栋）“ 10 元特价蔬菜
包、政府储备冻猪肉包，师傅请您核对好再走！”连日来，在武
汉市汉阳区龙灯社区月湖景苑小区门口，片警张斌想和几个
“红马甲”在忙碌。

今年 57 岁的张斌想，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回顾 37 年从警
生涯，他说自己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那么琐碎，那么
平常，“没啥好讲的”。

龙灯社区共有约 4300户 9700 人，封控点 11 个。近万居
民每天需求的物品，统计表要由专人来做。

龙灯社区的梁师傅患心血管疾病，老伴卧病在床，儿子最
近又住进方舱医院。2 月 27 日，老人没药吃了，要买“救命
药”。但当时社区的车辆周转不开，一时无法为老人买药，老人
很着急。

张斌想得知这个消息后，自己驾车，找了好多药店，才找
到梁师傅想购买的药品。赶在超市打烊前，他还帮老人采购了
蔬菜、肉类。忍着肩周炎发作的疼痛，张斌想坚持把几大袋物
资送到梁师傅手中。

讲到这里，张斌想又拨通了梁师傅的电话，慰问老人家，
并提醒他要防止感冒。

接着张斌想又打了好几通电话，基本上都是打给社区的
独居老人。“一定不能忽略困难独居老人群体。相比普通居民，
他们更困难。”

期间，不断有居民打电话进来。对因电话占线、一时未能
接听的来电，张斌想都一一进行了回复、记录和作答。

中午，张斌想没有休息，去检查社区附近的店铺是不是真
的关门了。疫情期间，他劝导督促关停了 4 家临街超市、水
果店。

实地看了之后，张斌想还不放心，又回到社区警务室，调
取视频监控，把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的路面、街边、门店情况又
查看了一遍。

“他做事扎实，一丁点都不马虎。最近他还锁定了一名故
意损坏防疫设施的违法人员，为分局提供了相关线索。”武汉
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月湖派出所教导员龚宇萍说。

长期睡眠不好，张斌想这位老民警经常头晕，腿疼、关节
肿胀，有时直不起腰板。看着方舱医院内青年民警突击队员忙
碌的身影，他只能摇头，感慨“青春易逝”。

心存百姓，眼里才能看到百姓。在一通又一通的电话、一
遍又一遍的检查中，张斌想在最贴近老百姓的地方，撑起一张
抗击疫情的“金色盾牌”。

民警张斌想：

注目“寻常处”

心存“百姓事”

▲ 3 月 7 日，工作 6 小时后出舱的孙继
红满头是汗，脸上布满了勒痕。 新华社发

▲ 3 月 7 日，孙继红在更衣室穿好层层防
护服，戴上护目镜准备进舱工作。新华社发

她藏起“遗书”为己壮行
3 月 6 日一早，在武汉市武昌洪山体

育馆方舱医院负责护理病人的河北医疗队
队员孙继红下夜班。傍晚收到全国妇联和
当地政府的慰问信、礼物时 ，她颇有些惊
讶 ，通宵忙碌的她俨然忘了后天就是“三
八”妇女节。

而谈起这场征途，避不开那封临行前藏
起的“遗书”。1 月 26 日，得知疫情吃紧，34
岁的河北省临西县人民医院心内科护士孙继
红多次找到领导，申请支援湖北一线。医院同
意后，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封“遗书”。

“要说不怕是假的，但作为一名有着 12
年党龄的党员，哪里最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孙继红说，“写下这封‘遗书’算是为自己壮
行，如果真的回不来，对家人、特别是年幼的
孩子也能有一个交待。”

2 月 4 日凌晨 1 点，孙继红接到支援湖
北的命令，匆匆收拾完行李，即将启程的她偷
偷把“遗书”藏在飘窗垫深处。“我不希望家人
发现后担惊受怕，若有意外，我想在仅剩几口
气时再告诉他们。”

临行时她未和年迈的父母告别，只是与
丈夫耳语几句，不舍地吻了吻熟睡的孩子。
20 天后，孙继红 8 岁的女儿玩耍时，意外发
现了这封藏着知心话和存折密码的“遗书”。

“爸妈，若真回不来，我已经委托郝，他
是个踏实稳重的人；女儿，妈妈要准备上前
线支援了，你以后要听爸爸的话；老公，我如
果真的回不来了，望你节约开支、合理分配，
你个人如果要找个伴，一定要找对孩子好
的……”临西县第三人民医院麻醉科医生郝
孝磊每次读起妻子藏起的“遗书”，都禁不住
泪湿眼眶。

“刚进入方舱时，精神紧张、语言不通，虽
多次演练，还是有些手忙脚乱。”在方舱医院
工作的一个多月里，孙继红主要负责患者医
疗护理、生命体征监测、咽拭子采集等。适应
能力很强的她，现在已是轻车熟路。

第一次转运重症患者，90 多斤的她几分
钟后就开始呼吸急促，护目镜变得模糊，满头
淌汗。转运结束，她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中。“没有时间犹豫，刚开始人手紧张，我们三
个护士要负责 128 人。”

“缓解心理压力，释放不良情绪，对患者
很有帮助。”孙继红说，她特别注重对患者心
理辅导。刚做完胆囊切除的患者霍莉食欲低
下，除了耐心宽慰，孙继红反复为她加热凉透
的饭菜，看到她动筷吃饭才放心走开。

“患者脸上的微笑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特别是看到护理的患者康复出院，是我最开
心的时刻。”孙继红说。

患者刘文杰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实习
护士，在方舱医院治疗期间和孙继红结下了

姐妹情谊，两人还约好以后结伴去看东湖的
樱花。刘文杰说，自己也即将走上护理岗位，
继红姐姐就是她的职业标杆。

“作为家人，做好后盾就是对她工作的最
大支持。”孙继红年近七旬的父亲孙印征在临
西县人民医院后勤科工作，主动参加疫情防
控夜班后勤应急值班，负责核对整理物资；她
丈夫郝孝磊向单位递交了请战书和入党申请
书，连续十多天坚持在疫情防控监测点。

“女子本弱，为战则刚！”孙继红特别喜欢
这句格言。有家人的支持、社会的关爱，“遗
书”里当初很多难以放下的事，如今她已然释
怀。6 日晚，孙继红被家乡邢台市评选为“巾
帼最美奋斗者”。 （记者杜一方）

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9 日电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