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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湖北医疗队员肖明珠写给同学们的回信
整理：
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刘璐
编者按：3 月 22 日，经历了 55 天的奋战，邵阳支援
湖北黄冈、武汉的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86 名医疗战
士挥手与湖北人民作别，踏上返邵之旅。在那些奋战
的日夜里，支援湖北的医疗战士与黄冈人民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离别时，
黄冈市万人空巷，
市民自发走上街
头，送别医疗战士。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肖明珠是
支援湖北医疗队中的一员，
离别时，
他坐在车里看着为
医护人员送行的黄冈人民，他泪流满面，心潮澎湃，热
血沸腾。其中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对着临行的医疗车
队举着“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让他更是印象深刻。3
月 13 日，长沙市怡雅中学初三 1721 班陈俊杰、邓艳婷
同学为表达对肖明珠的崇敬之情，
给他写了一封信。3
月 24 日，肖明珠在给陈俊杰、邓艳婷同学的回信中，提
到了这个小女孩，
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做一个勇气和智
慧的传承者。

▲湖北黄冈街头小女孩对返程的支援湖北黄冈湖
南医疗队写着自己想说的话。

亲爱的陈俊杰、邓艳婷同学：
你们好！
今天收到你们的来信，很惊喜
也很感动，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你
们满满的情谊跃然纸上，我知道其
实我们的内心是相通的！
2020 年的这个春节，本是万家
团圆的日子，但新冠肺炎疫情全国
肆虐，湖北成为疫情重灾区。灾难
面前，作为一名医务人员，更应扮演
好自己的角色。
“ 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疫情防控阻击战吹
响冲锋号，我于正月初四主动请缨，
投身湖北防控疫情第一线，彰显战
“疫”
决心。
在战“疫”前线，我积极参与救
治新冠肺炎患者，共同筑牢疫情防
控的铜墙铁壁。支援湖北的这段日
子里，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自己最
清楚！最初是舍我其谁的豪情，
“自
信人生三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而后，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工
作，让大家有了一种舍身成仁的悲
壮；再后来，随着条件改善、流程逐
渐成熟，
更有了一种重生感。
医疗队的成员都会为我们战胜自
己，
战胜病毒，
成功治愈病人出院感动
自豪！我们从打阻击战到歼灭战，
充
分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强大、
人民的伟
大！湖北是个英雄的地区，
湖北人民
更是英雄的人民！这是一场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
个人都是战士，
每个人都
在冲锋陷阵，
一往无前。我很荣幸在
火线入党，
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为
此，
我的一生要递交三份答卷，
一份交
给自己，一份交给社会，另一份交给
党，
为党旗增辉，
为党徽增光！
去时无悔，归来无恙，我们一个

不少的都回来了！我很感谢欢送我
们的湖北人民，感谢迎接我们的家
乡人民，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深情
厚谊！感谢为抗击疫情而自律地宅
在家里的每个人，感谢默默付出的
志愿者，感谢家乡坚守抗疫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感谢家人背后的支持，
更感谢各级政府领导的关心，没有
大家的齐心协力，这场战“疫”不会
赢得如此之漂亮！此生无悔入华
夏，
来世还做中国人！
目前我们正在酒店进行 14 天的
休整，一切都好，请你们放心。我是
80 后，你们两位同学应该是 00 后，
可以叫我叔叔了，我们支援湖北医
疗队的护理人员，大部分都是 90 后，
最小的才刚满 20 岁。她们都是父母
眼中的孩子，很多人眼中“温室里的
花朵”，但在这场疫情中迸发出满满
的正能量，在风雨中已然成为了一
名战土，成为新时代的脊梁，成为我
们国家的骄傲和希望。我们回程送
别的队伍中，有个年龄大约五六岁
的小女孩，她对着我们高举着“长大
后我就成了你”，眼神坚定而充满对
我们的崇拜，让我们所有队员泪目
和感动！要问我此次援湖北战“疫”
的收获是什么，除了治病救人，最大
的收获就是能在小女孩的心中埋下
一颗爱和勇敢的种子，传承和榜样，
让中国未来可期！最后祝你们中考
大捷，早日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
的人才，你们才是国家的未来和希
望，让我们一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湖北加
油！中国加油！
湖南省援鄂医生肖明珠
2020 年 3 月 24 日

缺席妻子分娩，
“迟到丈夫”隔空示爱妻儿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
临近，褚小刚想着多腾出点时间陪陪老
婆。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他回山东的行程，也打破了陪伴妻
子的美梦。在“大家”与“小家”之间，他毅
然选择了前者。
接到返回工作岗位的通知后，褚小刚
立刻取消了原定行程，向妻子告别。他向
妻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作为丈夫，此刻
我应该陪在你身边。可是，
作为一名医生，
我有义务和责任到一线去。
”
尽管心中满是
不舍和担心，
但李欢春十分理解丈夫，
理解
抗疫使命之重大，
她默默地选择了支持。
2 月 3 日，
收拾好衣服和生活用品，
褚小
刚告别了身怀六甲的妻子，
进入了医院感染
科隔离病房。调配医护人员的防疫物资，
对
医院公共区域和病房进行消杀，处理医疗
垃圾，褚小刚和同事们一直战斗在疫情防
控的最前沿。
3 月 22 日，即将分娩的妻子疼痛难忍，
褚小刚知道后，
心一直紧绷着。此时，
他心
心挂念临产的妻子。
“手术中发现，我老婆
是中央型前置胎盘。幸运的是，没有发生
任何意外。”儿子出生后，妻子李欢春通过
视频向住在隔离酒店的褚小刚报喜。
得知孩子顺利诞生，他悬着的心终于
放了下来。
“老婆，
对不起，
我现在被隔离观

热血佑生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
员 杨俊钧） 3 月 23 日上午，湖南省华兴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了一场以“抗击疫
情捐热血·华兴实业献爱心”为主题的大型
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展现企业的大
爱与担当。
“我献了 7 次血，但不是连续，总觉得
不完美。”献血车上，华兴公司友谊房地产

◀

通过视频看到二宝，
褚小刚喜不自禁。

“往日孤单长，
麟子降殷商……喜迎二
小子的到来！等为爹的回去跟你讲故事！”
3 月 23 日上午，市中心医院感染办医生褚
小刚微信朋友圈的一条动态，瞬间收获无
数好友的点赞、祝福。
因为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不能第一
时间赶到医院，褚小刚做了一名“迟到父
亲”。3 月 23 日凌晨 1 时 52 分，他的二宝小
米奇在市中心医院出生了，
是个儿子，
体重
2.6公斤。
得知小儿子出生的喜讯，对于褚小刚
来说，
心里是既高兴又酸楚。高兴的是，
他
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自己再次当了父
亲。酸楚的是，因为自己一直战斗在疫情
防控一线，
处于隔离期，
所以他不能守护在
妻儿的身旁，
未能见证孩子的出生。
褚小刚是山东潍坊人，
妻子李欢春是邵
阳人，
两人是湖北长江大学医学院的同学。
因为缘分，
两人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2007
年大学毕业后，褚小刚跟随妻子来到了邵
阳，
成为市中心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的一名
医生。2016年，
他调入医院感染办工作。他
的妻子李欢春也是同行，
在市疾控中心体检
中心上班。
今年春节，褚小刚原计划回山东老家
陪母亲过年的。眼看着妻子的预产期日益

察，
不能来陪你。
”
在视频中，
看着襁褓中的
孩子和病床上的妻子，褚小刚表达了再为
人父的喜悦以及对妻儿的愧疚。
视频聊天中，褚小刚对妻子说道：
“你
好好休息！等疫情过了，我回来给你和孩
子讲故事。
”

抱团抗疫情

公司副总经理向坤略带遗憾地说。2015
年，公司举行献血活动，向坤因为出差错过
了献血机会。他笑着说，以后要把献血连
续下去，
做到献血不间断。
“虽然不能上前线，但我可以捐献热
血，为阻击疫情奉献绵薄之力。”正在献
血的公司员工简向红说，他已连续 6 年献
血了。

此次活动，共成功献血 374 人，献血量
达 12.32 万毫升。这是该公司自 2009 年以
来第 13 次组织大型无偿献血，前 12 次献血
量达 179 万毫升，公司因此获得了我市目
前唯一的“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荣誉称
号。因受疫情影响，确保全市临床用血的
需要，该公司积极响应倡议，决定将一年一
度的无偿献血活动提前。

3 月 23 日上午，方某、
宁某某夫妇来到洞口县人民医
院感染科向医护人员致谢。方某夫妇先后于 1 月 28 日、
1
月 29 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面对夫妻双双被确诊，方某
夫妇极度恐惧。洞口县人民医院医护团队心理疏导，精
心救治，在上级医院和专家的帮助下，方某夫妇于 2 月 13
日痊愈出院。
通讯员 王道清 龙莉平 摄影报道

彭福荣：
“消杀”勇士战
“疫”线
通讯员 李定军 刘金春
疫情期间，作为邵东市定点收治医院，防止医务人
员、病患、就医群众“零感染”是邵东市人民医院抗疫工
作的重中之重。1 月 23 日起，该院医疗区域、公共区域、
重点岗位及感染区域的消杀灭菌工作立即进入抗疫战
时状态。关键时刻，一位农民工兄弟挺身而出，扛起“消
杀”重任。
近 2 个月来，
他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共背负近 20 吨
消毒水、徒步上下爬 1200 层楼，完成约 500 万平方米医疗
区域及公共区域的消毒灭菌任务。他，就是被该院职工
称赞为抗疫战线上的“老黄牛”
——彭福荣。
彭福荣是邵东市周官桥乡羊兴村人，2007 年开始在
邵东市人民医院从事物业工作，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工兄弟。在该院物业工作 13 年来，他对医院物业工作
非常熟悉，水电维修、日常卫生及掏厕等脏、重、累活抢
着干。
1 月 23 日起，彭福荣接到“消杀”任务后，他每天背着
消杀药桶徒步到医院感染科楼、内科、外科、门诊等 4 栋
大楼各个楼层、角角落落，对楼梯、走道、扶手、病房等医
疗区域和全院公共区域进行无死角喷洒消毒液，任务十
分繁重。
“一桶消毒液 50 斤，只能消杀二层楼，全院有 52
个科室，42 层楼，一个上午，我就需要配 10 多桶药水，一
层一层地爬上楼，
逐层逐间进行消毒。除此之外，
我还负
责部分公共区域的消杀工作。
”
彭福荣说，
戴着口罩，
背着
药桶，
一天下来，
腰酸背痛。
不仅如此，在疫情早期，彭福荣还负责重点岗位 CT
室的消毒工作。为避免院内交叉感染，该院所有新冠疑
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CT 检查都放在晚上实行定时段、定
专机检查，每次检查完，都要对 CT 室进行全面消毒。因
此，彭福荣白天忙完后，晚上就在家待命，随时接到电话
就去 CT 室消毒。有时工作到凌晨，最忙的时候，一晚上
只能睡 4-5 小时，
第 2 天又继续工作。
2 月 8 日，邵东市人民医院的确诊病例全部转到邵阳
市中心医院集中救治，彭福荣又承担了整栋楼的终末消
毒。2 月 19 日，该院疑似病例清零后，内科综合楼要进行
终末消毒，准备“复工”。彭福荣再次承担了整栋楼的终
末消毒。终末消毒和平常消毒所用的消毒水不一样，终
末消毒所用的是过氧乙酸，
即使佩戴防毒面罩，
气味也能
呛得眼泪、鼻涕直流。每消杀一层楼，
彭福荣都需要到外
面呼吸新鲜空气。终末消毒完成的几天时间里，彭福荣
都觉得恶心，
吃不下东西。进行消杀工作时，
还总有消毒
药水浸湿裤子，红一块白一块，短短几天，他就换了 3 条
裤子。
尽管工作很累，但彭福荣始终告诉自己，
“我是一名
老党员，曾担任村支部书记，只要身体能行，我就要站好
最后一班岗。
”
见彭福荣如此坚持，
家人也由最初的担心，
到后来的全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