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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市中心医院
ICU 两名休假的护士提前
返回岗位，二胎妈妈周清清
撇下了三个月大嗷嗷待哺
的孩子，李叶凡带病提前取
消休假与科室抗疫斗士们
一起战斗。在市中心医院
ICU，这样感人的故事还有
很多……

最无畏的战斗精神

早在1月23日，ICU就
派遣了第一位医生邓定发
前去感染科，带来第一手临
床资料和信息。随着重症
患者转入该院，又调整为管
理重症患者，每日下班后不
能回家，已持续十来天。

1月27日，当湖北抗疫
前线传来求援的信号，该院
ICU 的全体医护人员纷纷
主动请缨，短短 18 分钟就
确定了援助人员。今年44
岁的医生张小龙，虽上有老
下有小，但在疫情面前奋不
顾身，主动请战。护士熊曼
虽然文雅秀气话语不多，但
是义无反顾第一个报名支
援湖北。“他们面对疫情舍
身忘我的精神，感染了我们
科室所有人”，市中心医院
ICU主任凌鹏说。

最难过的“两道关”

随着疫情更加紧急，1
月28日，在市中心医院党委
的决策下，为了更好地控制
好疫情，救治重病人，需要
ICU组织一支团队前去支援
感染科。最终这支团队由3
名参加过手足口、禽流感、
H7N9重症病人救治的医生
及5名骨干护士构成。

当医院发出支援武汉

的消息时，护士彭丽香没来
得及跟家人商量就报了名，
最终未能如愿。这次去感
染科，她为了全身心投入工
作，更是把一岁的儿子送到
乡下的娘家。从 1 月 29 日
加入感染科后，彭丽香就和
同事们面临着生理和心理
上两道“关卡”。“现在防护服
等物资不足，我们6个小时
不能喝水、吃饭、上厕所，回
到医院安排的临时住所后，
为减少感染风险，也要等到
洗完头发和全身后才能喝
水和进食。”彭丽香坦言，这
种饿得发晕、渴得嗓子冒烟
的生理考验挺一挺还好坚
持，最难过的是怕被感染的
心理关。“但是一进病房，我
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想着
如何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自“新冠肺炎”确诊以
来，市中心医院 ICU 里有
着太多太多让人感动的故
事正在发生。“面对疫情，我
们没有退缩，全科一心共克
难关。”凌鹏感言，但愿疫情
能够早点过去，等到春暖花
开之时，ICU全体成员都能
相聚一堂共庆抗击新冠肺
炎胜利的喜悦。

等 到 春 暖 花 开 时
你 我 共 庆 胜 利 日
——市中心医院ICU抗疫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姚金豆 李文娟 孟天笑

“2月3日5时22分：这碗泡面是我吃
过的最好吃的泡面，没有之一……”2月3
日，邵阳市中医医院援鄂医疗队副队长邹
小风发了一条朋友圈消息，更新了她在湖
北黄冈抗疫一线的动态。

朋友圈中的内容，是当天邹小风的抗
疫日记。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22 时 35
分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准备逐个病房去关
灯。此时，护目镜压着 N95 口罩，我眼、
耳、脸、头整个生疼，脸上、头上、嘴周围已
不明原因的瘙痒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
忍、忍、忍，百忍成刚。

邹小风说，她护理的28个病人中，年龄
最大的75岁，最小的20岁。护理工作十分
繁重，在偷闲休息的片刻，她深刻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度秒如年”。“这时候已经不是不
吃、不喝、不睡的问题，护目镜看不清（虽然
已经均匀地涂抹了洗手液，但时间一久总会
起雾），压得人喘不过气，实在疼得难受。只
有忙起来了，才会忘记所有的不适。”

邹小风是一名有着12年党龄的党员，
两次被评为优秀党员，现任市中医医院脾胃

肺病科护士长。她的丈夫马浩是市中医医
院骨一科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一名党员。

1月27日，接到邵阳招募医疗队支援
湖北的倡议后，马浩和妻子邹小风商量
后，一起报了名，双双写下了请战书。

“我老婆是呼吸科的，专业对口，最终她
去了，我没去成。”没能和妻子同赴湖北抗疫
前线，马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抗击这
场新型肺炎疫情阻击战贡献一份力量。

马浩说，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他还
是很支持妻子奔赴湖北疫情防控一线。
为了全身心投入到这场防疫阻击战，他们
共同决定将 5 岁大的女儿交给母亲照
看。2月2日，得知市中心医院需要从各
医院增派人手支援抗疫一线的消息后，马
浩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知道母亲被选中去湖北支援，女儿马
雨熙十分乖巧懂事，她没有哭闹。“妈妈，
你也像其他人一样，要去打怪兽吗？”马雨
熙带着撒娇的口气，向母亲邹小风询问
道。“是的，妈妈要去打那个叫病毒的怪
兽。”邹小风告诉女儿。

“那我担心你，我想让爸爸一起去，还
可以保护你，爷爷奶奶在家会照顾我的。”
听着女儿的话，邹小风的眼泪在眼眶里打
转。1月28日，邵阳火车站，邹小风的家
人赶来为邹小风送行。临行前的那一刻，
她把女儿马雨熙深深地揽在怀中，泪水最
终还是没有忍住。

黄冈是湖北省仅次于武汉的人口大
市，人口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也
多。1月30日，邹小风和湖南第二批援鄂
医疗队的队员们来到黄冈市大别山区域
医疗中心，奔波在防疫一线，每天都在和
新型冠状病毒激烈交锋。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斗中，她负重前行，默默地守护病
人，只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康复出院。

在黄冈的这些天，邹小风每天都会抽
空与丈夫、女儿打一通视频电话，告诉他
们自己在抗疫一线的工作情况，表达思念
和关切之情。马雨熙画了一幅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画，通过微信发给邹小
风，为母亲抗击疫情加油鼓劲。

邹小风说，每天翻开手机，都是大家
关心的微信留言，有医院领导的，有朋友
的，有医院组织的爱心队员留下的，还有
她亲爱的老公，心里暖暖的。“医院领导非
常关心我们，从生活起居到家庭、工作的
各个方面，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更好地
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邹小风和队
员们始终相信，在全国各界帮助下，有国
家作为坚定后盾，只要坚定信心、并肩携
手，这场防疫战一定能打赢！

医生护士“夫妻档”，联手“逆行”战疫情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陈华 袁立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红云 通讯员 刘璐） 面对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充分发挥中医
药优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该院组织市级名中医
团队结合邵阳地区气候特点
及人群体质特点，对健康人
群预防新冠病毒和疑似病
人，筛选出预防中药方剂。1
月 30 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紧急熬制中药验方制剂 800
瓶，并配置了预防新冠肺炎
熏蒸药包。第一批中药验方
和熏蒸药包煎制出来后，该
院院领导带队立即送往医院
急诊科、发热门诊等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科室，并嘱咐大
家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做好自我防护。

据邵阳市名中医、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
陈少敏介绍：预防新冠肺炎中
药茶饮具有扶正祛邪，疏风除
湿兼有抗病毒清热的预防疫
病的作用，每瓶 250ml，每日
一瓶，连服三天，对新冠肺炎
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同时还
配置了预防新冠肺炎熏蒸药
包，用中药制成，采取点火熏蒸
的方式达到预防作用，为全院
500多名医务人员提供3天量
的中药成品。

在这个全民抗疫情的特
殊时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给
一线人员及时送来了特殊的

“礼物”，这份“安心药”让他们
的健康多了一份保障，让他们
的内心多了一份温暖。

发挥中医药优势
助力防控疫情一线人员

1 月 28 日，由市中心医院、邵阳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市中医医院等8家医院组
建的邵阳援鄂医疗队 75 名队员，踏上驰
援湖北疫区的征程。他们与湖北当地的
医务人员以及来自全国的医务工作者一
起并肩战斗，只为打赢这场病毒阻击战！
他们是战役里最美的逆行者，他们主动请
缨的一个个感人故事令人动容。

为了支援疫区，三次请战

得到市卫健委将派医疗队支援武汉
的消息后，市中心医院各科室医护人员纷
纷报名请战。

医疗突击一队队长、重症监护室
（ICU）副主任医师张小龙参加过甲流、禽
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防治工作，有着
较为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张小龙介绍，
出征前，12 名医疗队员均进行了专业培

训。队员们携带了一些防护用品、个人洗
漱用品、常用药品、随身食品等，尽量减少
湖北当地的物资供应压力。

市中心医院120急救中心男护士海磊
也是出征队伍中的一员，之前在重症监护
室工作了 8 年，有着丰富的护理工作经
验。海磊一直在关注疫情动态，为了支援
疫区，他果断选择了挺身而出，三次请战。

“大年三十，看到广东医疗队奔赴武汉，我
当时就坐不住了，第二个报了名。怕自己
选不上，我又再次恳请院领导让我去。”

不在临床一线，毅然请缨出战

那年春天，未曾彷徨，
今岁寒冬，初心不忘。
人生几何，弹冠高歌，
白衣战士，请缨而上。
1月27日，在请愿书上，邵阳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医改与社会服务部蒋爱平这样写道。
44岁的蒋爱平曾经在急诊、大内科、

神经内科等科室工作，有着丰富的临床工
作经验。得知疫情发展情况后，他便主动
向医院领导提交申请，请求前往武汉支
援。医院领导考虑到邵阳新型肺炎的防
控需要他来统筹协调，让他担任医院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救治工作组副组长，没
有同意他驰援武汉的请求。

“虽然领导没有同意我的请战要求，
但我的决心勇气尚在。如果下一批还需
要驰援，我会义无反顾向领导申请去的。”
蒋爱平坚定地说。

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1月26日，邵
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发出倡议，号召全

院党员、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踊
跃参与到新型肺炎的防控中来。短短几个
小时，来自医院各科各部门的427人请求支
援医院发热门诊和投身驰援武汉医疗队。

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挑选出 12 名医
护人员组成医疗队。

抗击疫情，舍小家负重前行

无独有偶。1 月 27 日，在市中医医
院，也上演了一幕感人画面。

45岁的罗亚是市中医医院赴湖北医
疗队的队长，也是医疗队年龄最大的队员。

大年初三，罗亚在市中医医院临床干
部群收到一条消息，称因疫情严重，湖南
省准备抽调第二批医护人员支援武汉，需
医生25名，护士50名，急诊、重症、呼吸专
业人员优先。

他毫不犹豫报了名。
报名后，他跟正在做早餐的妻子说

道：“我不吃早餐了，马上要去医院，可能
要赶赴武汉，参与一线救治工作。”

妻子劝导罗亚说，现在疫情严重，新
闻报道有医护人员感染了，再说你眼睛去
年做了3次手术，现在还在恢复期。妈妈
去年也做了甲状腺癌根治术，行动也不方
便，需要人照顾。

妻子再三劝说，罗亚还是义无反顾地
坚持要去。

拗不过丈夫，妻子最终还是尊重了罗
亚的决定。

“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好好照顾
自己，我们全家等你凯旋。”罗亚的妻子叮
嘱道。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驰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们合影。

▲刚出隔离区，彭丽香
的脸上都是勒痕。

◀ 市 中
心 医 院 ICU
医 护 人 员 相
互打气鼓劲。

逆向而行！医护人员纷纷请愿驰援湖北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 姚罡 陈华

▲市中心医院出征仪式现场。

◀市中
医 医 院 医
护 人 员 请
战书。

▲长时间佩戴护目镜和
口罩，邹小风的脸上布满勒痕。 ▲▲在隔离区穿着防护服的邹小风在隔离区穿着防护服的邹小风（（右一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