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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通讯员
张超伟） “当寒风击碎了大地的宁
静，有多少美梦如花瓣凋零，当死神向
天空撒下了阴影，那是谁不回头勇敢
地逆行……”近日，由武冈市卫健局出
品的公益歌曲《初心大爱》和《一个都
不能少》一发布就引起巨大反响，字里
行间饱含深情，寄托了对一线工作者
的赞美和祝福。

“我之前在文旅系统工作，2018年
来到卫健系统，此次疫情来势凶猛，武
冈市人民医院的12位医护工作者已于
正月初三启程驰援湖北，还有很多‘白
衣天使’坚守在家乡的抗疫一线，都让
人感触很深，在做好其他工作的同时，
想用音乐的力量进一步激发大家的工
作热情，凝聚抗疫力量。”此次公益歌曲
的牵头人武冈市卫健局局长刘虎云动
情地说道。

由李锋作词、邢卫民作曲、叶丹首
唱的《初心大爱》和李锋作词、钟叶青
作曲、陈香水首唱的《一个都不能少》，
是两首倾情歌唱全力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白衣天使及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所有逆行者的原创歌曲，充满了爱的
力量和社会正能量，唱出了白衣天使
和各条战线的逆行者们，在疫情的灾
难面前，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
顾冲锋在前的英勇。也唱出了全国人
民发自内心深处对这群勇士舍身忘死
的感恩之情和无限牵挂。歌词语言朴
实无暇，情感真挚饱满，感人肺腑；旋
律也深沉流畅，震颤心灵，有较强的艺
术感染力。

据了解，各界人士纷纷被歌曲中的
深情和正能量所感动，听众肖贻军说：

“这首歌，把我的心一下子拉到了美好
的境界。我想起了滞留在武汉的亲友
们，他们有国家的重视，有白衣天使的
呵护，定然安然无恙！”已赴湖北奋战的
武冈市医务工作者听到歌曲后，内心触
动很大：“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我们从歌
曲中感受到了家乡领导和人民对我们
的挂念和支持，瞬间力量倍增，我们一
定会全力以赴，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役！”

武冈市出品公益歌曲为战“疫”加油

2 月 6 日晚，结束完重症监护班，在湖北黄冈抗
疫一线的杨艳丝毫没有感到疲劳。尽管忙碌不
停，但她仍沉浸在两天前一名患者治愈出院的兴
奋之中。

杨艳是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90后护师，
也是该院首批12名援鄂医护人员中的一员。

1月26日，得知湖北需要支援时，杨艳第一时间在
科室群里报了名。“报名时，我没有犹豫。既然选择了
这个职业就有责任去一线！”杨艳说。

在抗“疫”一线，身边的共产党员争先恐后地冲在
一线、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杨艳，让她坚定了入
党的决心。“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是我的愿
望。无论通过与否，都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热情！希望
党组织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考验我！”1月31日，在黄
冈抗“疫”一线的杨艳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作为家中的独女，杨艳身上完全没有独生子女
的娇气，更多的是坚强与独立。她的爱人孙邵军是
一名特警，疫情来临之时，夫妻二人分别坚守在不同
的战场。1 月 28 日，进入湖北黄冈后，杨艳与她的队
友们开始接受各种专业系统的护理培训，从开始的
害怕、迷茫到接下来的熟练，她和队友们迅速进入了
状态。

2 月 5 日，由湖南医疗队精心治疗的首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愈顺利出院。参与救治的
杨艳很是振奋，她迫不及待地第一时间与家人进行了
分享。

“既然来了，我们就是要打一场硬仗的！请家乡人
民放心，我们一定会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圆满
地完成援助任务！”杨艳满怀信心表示。

杨艳：抗“疫”一线递交“入党申请书”
邵阳日报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姚罡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姚罡） “我当时的想法
很简单，就想着为医护人员出一份
力，尽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2月
7日，说起自制防护面罩捐赠医院
医护人员的爱心举动，刘小立的话
语质朴而感人。

刘小立是邵东市界岭镇人，在
广东深圳经营一家游泳馆。2月1
日上午，回到家乡的刘小立在抖音
上看到乐山医院医护人员自制防
护面具的视频，她觉得方法其实很
简单，自己也可以做，于是立即购
买制作防护面罩的材料。

刘小立和长沙高桥大市场开
文具店的同学取得联系后，坐高铁
赶到了长沙。购买好文件夹、海

绵、海绵胶等材料后，刘小立找了
一家宾馆住下，顾不上休息片刻，
就赶紧忙活起来。分割文件夹、贴
海绵胶、剪海绵、打孔穿绳子……
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她赶制出了
600个防护面罩。

2 月 3 日下午，刘小立马不停
蹄地将600个防护面罩发快递，将
它们捐赠给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面对医护人员的谢意，她笑了
笑说：“年前，我妈妈在邵阳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住院，我深知一线医护
人员有多辛苦，正是你们的付出让
我们倍感安心。”刘小立希望，这些
防护面罩能够为医护人员提供一
些保护，让他们工作更有保障。

疫情中的温暖
爱心市民自制防护面罩捐赠医护人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姚瑜芸）
2月7日上午，市多福商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有名和
九三学社邵阳市北塔支社
的爱心人士，先后来到北
塔区田江街道高撑社区卫
生室、陈家桥乡光裕村卫
生室，给坚守防疫一线的
医务人员送去了汤圆、牛
奶、米饼、奶茶等爱心物
资，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
力量。

每到一处，谢有名向
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医务人
员发放了爱心物资，并表
达了敬意，同时叮嘱医护
人员在工作中要做好自我
防护，劳逸结合，确保以良

好的身体状况和饱满的精
神状态抗击疫情。

谢有名是九三学社邵
阳市北塔支社的一名社
员。疫情发生以来，广大
医务人员放弃了假期休
息，为了守护人民生命与
健康奋不顾身，冲锋在防
疫一线，无私奉献，让他深
受感动。“医务人员这么辛
苦，这么劳累，我就想着能
为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
事情，略表一点心意。”谢
有名说，大疫当前，大家都
应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出一份力，这既是作为
公民的责任，也是企业应
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也
是民主党派成员的担当。

爱心物资捐赠防疫一线医务人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红云 通讯员 王辉 易邵平）
2 月 5 日下午，市中心医院东
院执行院长邓光明、党总支
书记肖玲、内科党支部书记
唐海源等一行来到援鄂医生
段佐浪的家中，给他家人送
去了亲切慰问和新春祝福。

邓光明、肖玲等亲切慰问
了段佐浪的母亲及家人，并
向家属们了解生活和工作上
的需求，表示医院将力所能
及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为
冲锋在前的英勇战士解决后
顾之忧。

在谈及儿子主动申请参
与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战斗时，段妈妈表

示，作为母亲内心确实担忧至极，但更多的是骄
傲，为有这样一个冲锋在前、救死扶伤、在国家需
要面前挺身而出、不顾自身安危的儿子感到自豪。

段佐浪是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呼吸内科的
一名主治医师，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1月27
日，在收到医院组织号召支援武汉疫情救治工作
的通知后，他主动请缨，1 月 28 日就同邵阳援鄂
医疗团队慷慨出征，奔赴疫情严重的黄冈大别山
区域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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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夜班前，穿着防护服的杨艳（中）和队员比赞。

凌晨1时，我麻利地穿好衣
服，做好防护，下楼和战友们会
合。夜安静极了，战友们都静
静地在专车上等候，来黄冈一
周了，我们都是晚上出发，黄冈
的美我们来不及欣赏，却感受

到了夜的静。
今晚，我们同组的战友将

分到东西两个病区工作，而我
的同事今晚要进隔离区，我深
深知道隔离区环境，护目镜的
模糊和汗湿的全身，在里面一

待就是7、8个小时。我有些担
心她，连续的高强度工作，她
是靠含着速效救心丸挺过来
的。我们虽然只隔着一层玻
璃窗，可里面到处都隐藏着被
感染的风险。哪有什么白衣

天使，我们不过是群普通人，
换上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
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

病危的病人让我们揪心而
又无能为力。6时，西区监护室
的一个病人走了，虽说高龄，但
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尿毒症，我
们的战友仍积极抢救，实施心
肺复苏等。但还是无力回天，
我们的心里很是难过，希望通
过我们医务人员的努力，病人
们都能健康出院。

下班时已经是当天 10 时。
收到了医疗队队长发来的湖南
省委的慰问信，看到了湖南卫视
为武汉加油的歌曲，我深深体会
到：在这里不管怎么辛苦，我都
没流过泪，今天我却泪流满面。
在黄冈的这段时间不断收到同
学、同事、好友的问候和鼓励，我
的心温暖如火。与时间赛跑，与
死神赛跑，我们从不畏惧，只希
望看到你那温柔的笑颜。黄冈，
我们与你同在。

我们从不畏惧，只希望看到你那温柔的笑颜
口述：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医生 王芳

时间：2月6日 整理：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刘 璐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队长银春梅在出发前服用速效救心丸。

◀我们 7 个小时不吃不喝，穿
着不透气的防护服作短暂的休息。

◀刘小立在宾馆制作防
护面罩。

▲医护人员戴上刘小立
制作的防护面罩。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2 月 2 日 15 时左
右，一辆湖南医药集团的
专车驶入市中心医院，它
满载一批应急医用防护物
资，届时将发放至一线医
护人员的手中。

湖南医药集团在得
知邵阳基层医院医用防
护用品面临紧缺，希望为
邵阳抗击疫情尽一点绵

薄之力。
收到市中心医院求援

信息后，该集团相关负责
人第一时间联系医院询问
具体需求，并上下发动、四
处联系，启动全球采购，第
一时间调拨到德国防护服
100套，KF94口罩500个，
日本外科口罩3000个，一
次性外科隔离衣1000套，
总价值10余万元。

病毒无情 社会有爱
湖南医药集团为市中心医院送

来十万余元医用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