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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职责是挽救生命，面对病魔，他们撇下小家幸福，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他们就是被誉为“提灯天使”

的医务工作者。

5月12日，市卫生健康系统“5·12”国际护士节纪念活动暨市道德讲堂总堂第十七期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主题为《特别的爱给特别的

你——致敬最美白衣战士》。此次活动分出征、战疫、两地、致敬4个篇章，讲述我市医务人员支援湖北、守护家乡等抗疫故事。自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广大医护人员闻令而动、勇挑重担、英勇无畏地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涌现出一批表现突出、勇于奉献的典型。活动

中，市卫生健康委对涌现出的“最美逆行者”“最美抗疫先锋”以及从事护理工作30年的护士代表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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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日日夜夜的征战和奋
斗，我市25名驰援湖北的白衣
勇士圆满完成了各项医疗救治
任务，他们踏春而归，回到了陶
都大地。

据了解，我市驰援湖北医疗
队共计两批次，分别于除夕、元
宵节当晚紧急召集，随后出征驰
援。他们奋战在武汉江夏区第
一人民医院、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以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他们用
大无畏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与
死神赛跑、与生命相拥，成功抢
救了3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其
中70%为老年重症群体，治愈患
者中年龄最大的为84岁。

为表彰疫情防控过程中表
现突出的医务人员，激励全体医
务人员慎终如始、坚持不懈，奋
力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前
期，市卫生健康委在全系统开展

了“最美逆行者代表”和“最美抗
疫先锋代表”评选活动。

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
你——致敬最美白衣战士”活
动中，市文联、宜兴新华书店为
表达对支援湖北医务人员的崇
高敬意和美好祝福，精心准备
了书画陶艺作品、助学读物等，
赠予每一位支援湖北的医务人
员。同时表彰了10名“最美逆
行者代表”和10名“最美抗疫先
锋代表”。

每一袭飘然白衣，都是一颗
天使的心灵；每一顶别致的燕
帽，都是一项守护生命的重任。
她们用精湛的技术，治愈病痛的
创伤；她们用温暖的微笑，抚慰
恐惧的心灵。他们三十年如一
日，用行动，践行着南丁格尔誓
言。会上，三十年护龄护理工作
者代表也受到了表彰。

两地篇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抗战
中，无论是湖北抗疫前线的勇士，
还是我市的防疫卫士，两地间都
涌现出了许多动人的诗篇，同事
之间、夫妻之间、母子之间，他们
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战胜疫情，
保护他人生命安全。

市第二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
张懿嘉在3月2日情真意切地写了
篇《我把爸爸妈妈借给你们》的日
记。日记中，张懿嘉称今年长时间
的春节假期都是和外公外婆一起
度过，因为他把爸爸妈妈借给了大
家。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些话：“我
的爸爸是从大年夜开始，就没有回
过家，有一天回来换衣服，我紧紧地
抱住他说：‘爸爸，你一定要保护好
自己，注意安全，多休息一会儿！’爸
爸应了我两声，接了一个电话就匆
匆奔向单位。”“我的妈妈从疫情开
始，就一直要到晚上11点才能回
家，那时候我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一
个月后，妈妈终于能在晚上6点左
右到家，但是回来以后电话还是一
个接一个的，我想找个空隙和她说
几句话都很难。我把爸爸借给你

们，帮你们检测病毒，帮你们排除险
情；我把妈妈借给你们，帮你们买更
多的口罩和防护服，送给奋斗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我希望他们能够早
日打赢这场战‘疫’，那时，你们就能
把爸爸妈妈还给我，一家人就可以
团聚了。”

在市卫生健康委财务科工作
的马峥看了儿子的日记后，在3月
10日，她也写给了孩子一封信。

“看到你写的日记，妈妈很感动，
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面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马
峥的丈夫张华君作为市疾控中心
防疫科科长，主动承担起了上门
采样和流行性调查的工作，一个
多月未回家。马峥虽不是医务人
员，但作为市卫生健康委物资采
购组成员之一，却要负责全市医
院的防护物资采购，她经常是一
大早出门，半夜回家，甚至半夜电
话也不间断。

她说：“儿子的字里行间，让
我俩既感动又觉得亏欠。但我相
信，有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次
的疫情很快就会过去。”

母子书信显真情

致敬篇

勇士美名耀陶都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致敬最美白衣战士致敬最美白衣战士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且又来势汹
汹，我市医务工作者英勇奋战，无惧生死，
不计报酬，逆行出征荆楚大地，誓死守护
陶都家乡，用知识、智慧，甚至热血、身躯，
为大家撑起了健康与平安的防护伞。

1月25日，顾新南、刘奇、朱旭涛、贾
燕、杨慎玲、许雯娇等6名医护工作者组
建成我市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
武汉。2月9日，包括我市19名支援湖
北医务人员在内的无锡市第二批医疗队

出征，整建制接管华
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
医院光谷院区的一个
重症病区。来自宜兴
的25名支援湖北医
务人员，“逆行”在医
路上。

1月24日上午，
市人民医院立即发出
倡议书，号召医护人
员报名参加支援湖北
医疗队。倡议书在医
院微信工作群里刚一
发出，就受到医护人
员的响应，“科室+姓
名”成为出现频率最

高的格式。
出发前，他们怀揣着必胜的决心奔

赴了战“疫”一线。43岁的顾新南是一
名儿子，也是一名父亲，没有和家里的
老父亲说一声就出发了，直到父亲在抖
音上看到儿子支援武汉的消息；26岁的
唐慧琳是一名女儿，也是一名母亲，转
发给父亲看武汉的疫情，当时其父亲就
回答了两个字“不去”，唐慧琳觉得自己
是经过三年规培轮转的，有重症医学科
护理经验，1月28日小夜班的时候，偷
偷写下了请战书；22岁的许雯娇是一名
女儿，下班后吃完饭在家刷微博，看到
护士长发的消息，科室需要一名护士驰
援武汉，她就立刻报了名，在送行现场，
许雯娇的母亲拉着女儿的手，一再勉励
孩子，虽舍不得，但孩子已经长大，有自
己的主见，这种情况下，只能祝她平安
归来，为她点赞……在武汉，他们除了完
成打针、发药、吸痰、静脉输液等常规技
术操作外，还要做好病人的生活护理。

在这个特殊时期，为守好家门，
市卫生系统各单位前后出动了多批
人员，轮流驻扎在高铁、高速等卡口，
疫情不退，他们不退。

坚守的日日夜夜，他们跨了年，
过了团圆节，看了清明雨，又盼过“五
一”，一起挺过严寒，冒过风雪，也直
面了大千世界，有人岗前咒骂阻挠，

有人送来干粮元宵。经历了艰难的
前期工作，更看到平凡人的伟大。

1月25日，卡口值守拉开了序幕。
市妇幼保健院的刘凌云，就一直坚守在
卡口一线。隔离服一穿上，不吃，不喝，
不能上厕所，一站就是6个小时；外面气
温低，护目镜里总是满满的水汽，如果
再碰上一场冬雨，更是寒冷彻骨；工作

中，额温枪在低温天气里都被冻得频频
罢工，只能用暖宝宝暖着它，还得捂在
臂弯里挡风。刘凌云说，记得有次下
雪，站到后半夜，冻得脚都挪不动了，低
头一看，居然结了满鞋子的霜花。

守住了城门，更是守住了家门。
市卫生健康委广泛深入调动乡镇卫
健办、基层医疗机构人力，通过科学

安排、强化指导、精神鼓励、物资保障
等多措并举，建强基层防控队伍，扎
牢基层防控网络，共组织了近90名医
务人员，与公安、交通和志愿者们一
起，组成卡口工作组，对全市13个卡
口开展24小时管控，守护着宜兴人民
的健康。如今，卡口虽已撤，但他们
心中的防线仍在坚守。

如同防病事业的悄然成长，为公
共卫生奋斗的人们，很少出现在大众
的视野，甚至不曾拥有过“医生”的头
衔，他们是公共卫生战士，在非典、
H1N1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
等等一次次骇人听闻的疫情来临时，
是他们披星戴月奔赴在信息调查、消
毒消杀、检验检测、人员管控的路上，

从未停歇。
2月6日下午5:30，市疾控中心

PCR实验室检测出1例新冠肺炎病毒
核酸阳性，将样品送往上级实验室复
检，同时启动应急机制，令所有应急
人员立即返岗。当凌晨钟声敲响，上
级复核结果返回时，各项防控工作已
有序展开，并对密切接触者实行了严

密的医学隔离。针对这次疫情，他们
迄今已完成核酸检测4万余份，场所
消毒7万多平方米，得力地减少增量，
换来了存量渐消，无数的昼夜不休，
只盼得家乡平安。

在我市的各基层单位，防控守护
战也在悄然打响。在宜城街道战斗
的骆乐，从临床专业走到社区基层的

防保岗位上，协同社区的工作人员对
涉疫小区里的居家隔离对象进行体
温测量。部分小区里被隔离人员多，
隔离群众思想起伏大，且隔离楼栋中
还有不少住户是独居老人。一位卧
病在床的老奶奶，不能到门口接受测
温，骆乐做好防护后，进门在床边为
她测温，并为其送米送水。

公卫战士守一线

坚守卡口护健康

抗疫战士赴一线

战疫篇

新冠肺炎疫情凶猛，病
毒肆虐，医护人员无畏逆行，
谱写了无数动人华章，感动
了所有人。但是，那些荣耀
背后的艰辛，那些口罩、汗水
浸透的衣裤、消毒水泡脱皮
的双手、深印在脸上的勒痕、
连日作战的疲倦、未知的感
染风险，却也是他们共同的
日常。

支援武汉期间，史可云
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工作，每天都和
战友们一起查房、陪检CT、
书写病历，同时还要开展临
时党支部工作，忙碌中更显
得充实；刘奇，检验专业出
身，长期在PCR实验室和病
毒打交道，一到武汉，看到当
地实验室的境况，他着急了，
连饭都顾不上吃，连夜整理
出一整套涉及规范操作流
程、院感防控等方面的专家
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当地

检验科主任的肯定和支持；
朱旭涛，即使穿着厚厚的防
护服，会汗流浃背，每天衣服
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特别难
受，但病人们都说她穿着防
护服很可爱，像大白，她会心
地笑了；张园英，照顾重症病
房的患者，除了打针、发药、
吸痰、输液这些常规操作，还
要负责病人的饮食起居，帮
患者打饭、打热水，协助他们
上卫生间，给他们喂饭、擦洗
身体、更换被排泄物污染的
床单被褥等……

4月1日，首批“宜兴支
援湖北医务人员”顾新南、
刘奇、朱旭涛、贾燕、杨慎
玲、许雯娇等 6 人平安回
宜。至3月16日，共治愈了
289个新冠肺炎患者。4月
14 日，我市第二批 19 名支
援湖北医务人员，在无锡隔
离医学观察期满后，平安返
回宜兴。

无畏逆行谱华章
在同事们赴武汉一线奋战的时

候，全市医护人员也在家乡构筑了防
疫堡垒。

市人民医院的高璐在我市设置的
隔离病区连续奋战，从三区两通道、消
毒隔离技术、分级防护等方面进行逐项
排查、优化，反复培训指导，督查落实并
持续整改，严密杜绝交叉感染；市肿瘤

医院黄健华查房、采集鼻咽拭子、肛拭
子以及诊治患者，密封的防护服、口罩、
眼罩、不合脚的胶靴，成了他最亲密的
战友；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黄成明，负责
发热门诊，详细询问每一位发热病人
的流行病学史和病史，耐心告知各项检
查的必要性，娴熟、轻柔地实施采样，自
成一支队伍，拉开了一张筛查网……全

市31个集中医学观察点，12个发热门
诊都有医护人员值守。

疫情期间，市急救中心时常到凌
晨两三点都灯火通明，只要命令来，
他们只有一个回答：“收到！出发！”1
月23日下午，该中心的邵俊接到指
令，将宜兴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转
送至定点收治医院，从那天起，一场

生命的转送在市急救中心展开。完
成一趟任务至少要2个小时，平均一
天出车5趟，高峰时期多达10趟，连
续封闭工作14个日夜。从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由一级到二
级响应结束，他们接听和回拨15000
多个电话，出动救护车2100多趟，转
送和救治各级各类人员2300多人次。

医务人员筑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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