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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关键抉择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必须冲在最
前线。”

作为全国抗疫先进个人的代表，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
朝晖上台领受了这份闪光的荣誉。那一
刻，他眼含热泪。

湖北、黑龙江、吉林、北京……行程
超 1.5 万公里，征战 7 个多月，整个人瘦
了一圈，他的诊疗笔记却越来越厚。

在尚未摸索出有效救治方案、不断
有危重症患者病亡的“至暗时刻”，他毅
然选择公开自己的诊疗笔记，分享救治
心得，帮助全国的医疗同行认识、战胜
这个疾病——毫无藏私之心，将专业判
断置于万众审视之下。

没人知道童朝晖作出这个选择的压
力有多大。但他自己虚怀若谷：见了病
人就要救，医生何须在乎羽毛。

无我，只因选择了心怀大我！
疫情如火。
危急时刻，数万名像童朝晖一样的

白衣战士逆行出征、奔赴一线；千千万
万共产党员写下请战书、缺席年夜饭，
挺身而出、一往无前，鲜红的党旗在疫
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从武汉到全国，处处有白衣战士逆
行出征的身影，英勇而坚定。

2020 年 1 月 15 日晚上，河南郑州。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艾滋病大科兼

感染一科主任赵清霞在回家路上接到紧
急电话，得知河南已收治一例由武汉返
乡、因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到郑州求医的
患者，并要求会诊。“当时我就知道，这
个年，得过成‘战时状态’了。”赵清霞
说。

大年初一，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迅
速在感染楼成立了 5 个隔离病区，赵清
霞作为经验丰富的感染科医生，主动提
出到隔离病区一线工作。她打电话告诉
母亲：过年忙，不回家过年了。然后，转
身奔赴战场。

这一转身，就是隔离区里的 40 多个
日日夜夜。

按照流程，疫情期间隔离区的医护
人员每两周要进行一次轮转，医院的领
导希望赵清霞走出隔离区做些协调工
作。“当时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就
算离开隔离病区，也还是惦记着里面的
患者，还不如就待里面。”于是，赵清霞
毅然带领团队继续留在隔离病区。

“坐船的人是多数，撑船的人是少
数，当疫情来临的时候，看着医生被感
染的新闻，我们也会害怕。但面对未知
和恐惧，我们仍选择坚守在一线，是作
为一名医生的本能。”赵清霞的一席话，
令闻者落泪！

“我要请战！”
获颁“共和国勋章”后，84 岁的钟南

山院士依然心系着疫情防控要“继续抓
下去”。

在参与抗击非典 17 年后，临危受命
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
组长的钟南山，带领相关学科“顶级力
量”作出病毒存在“人传人”“武汉人不
要出去，外地人不要进来”等关键判断。

谈起武汉的日日夜夜，钟南山的话
语掷地有声：“没有人教我怎么做，我们
专家就是基于事实作出判断。”

非常时期担起非常之责，关键时刻
尽到关键之力——这就是对党、对国家、
对人民最大的忠诚！

人们不会忘记，年过七旬的张伯礼
院士再次肩负起使命，把博大精深的中
医药写进了抗疫的“中国方案”。

人们不会忘记，面对未知的病毒，陈
薇院士挑起千钧重担，昼夜奋战只为确
定疫苗攻关的方向。

人们不会忘记，在疫情最吃劲的时
刻，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抒扬率领
186 名队员火线驰援，将中国医学最强
力量的旗帜牢牢插在了抗疫主战场。

幸得国士无双，护我山河无恙！

战“疫”：生死瞬间

8 月 30 日，一张题为“杜斌回家了”
的图片刷屏了。

为什么一位医生的归来，如此牵动
人心？

因为杜斌守住的是战“疫”的“最后
一道关”——ICU。这里，是生与死最激
烈的战场。

一笑起来显得颇为憨厚，但大脑飞
速思考、说话快人快语，这就是北京协
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平时的
样子。然而刚到武汉，一向胸有成竹的
老杜笑不出来了：“在最初这段时间，所
有的重症医生都很崩溃。”

为什么？一个例子可见一斑：在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查房，他发现一个病人
的血气检测“二氧化碳”一栏已经到测
不出数字的程度了，他马上站在床边一
点一点地调着呼吸机，整整一个上午。
后来，患者情况有所好转，但数字还是
测不出！这反常的一幕足见新冠病毒的
狡猾和凶险。

如果把人类与疾病的攻防看作一场
足 球 比 赛 ，重 症 医 生 就 是 这 场 比 赛 的

“守门员”。而杜斌，决心要摸索出怎么
守得住、守得好。为此，他没日没夜地

“泡”在 ICU：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巡查
5 家医院的 ICU；最长的时候，他穿着防
护服在 ICU 忙碌了 10 个小时。

从策划和组建武汉最初的几家临时
ICU，到不顾安危实施气管插管，杜斌又
恢复了他惯常的笃定。他的早期气管插
管、俯卧位通气等重症救治经验被写入
了国家诊疗方案，为稳定抗疫形势作出
贡献。

从冬到秋，从武汉到哈尔滨，再到北
京、乌鲁木齐，他守住了当守的“道”，打
完了当打的仗。

行大道、战大疫、精思竭虑，是为医。
“医生”两个字，同样写在西安大兴

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韩丽春的防护服
上。

白衣如雪，笑靥如花，韩丽春人如其
名，平时总让患者如沐春风。但就是这
样一位女子，在大疫中尽显英雄本色。

有创机械通气是治疗危重症患者的
终极手段之一，拔管时会导致气溶胶迸
发，感染风险巨大。

可韩丽春却抢着上手：“我是医疗组
副组长，有 19 年手术麻醉经验，理应我
来。”

“拔管前吸痰完毕，护理准备完成！”
“拔管完毕，无创呼吸机已使用！”“患者
生命体征正常，意识、肌力正常，无创呼
吸机配合良好！”……随着一句句急促中
透着紧张的话在病房回荡，患者成功拔
除气管插管，改用无创通气。

这样的高危操作，韩丽春自己都记
不清经历了多少次。作为陕西第二批援
鄂医疗队医疗组副组长，她在一线奋战

了 60 多个昼夜。最危急的时候，病区里
同时有 5 名需要呼吸机治疗的病人，她
和同事们恨不得长出 8 只手。

获颁国家授予的荣誉称号，韩丽春
难掩激动。“大兴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
我是作为社会办医医护人员的代表接受
这份荣誉，这份信任和褒奖是无价的。”

向死而行、至诚履职，是为医！
我们不由得想到，在全国医疗队驰

援之前，院里病人数量激增、医护人员
疲惫不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犹如暴风
雨下的一叶孤舟。

困顿之时，院长张定宇对所有人说
了这么一段“硬核”的话：

“我们必须应对这件事情。我们已
经站在一个风暴眼上，必须保卫我们的
武汉，保卫武汉人民！”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从医生、护士、科技工作者、疾控工

作人员，到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
队官兵、公安民警、社区干部、应急救援
人员，再到志愿者、快递员、外卖小哥、
新闻工作者……当把如山的责任扛在肩
头，向死而行，谁说平凡人不是改天换
地的英雄？

精神：永不磨灭

9 日上午，张伯礼来到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按时出诊。身穿白大
褂的他，一如往常步履矫健、面带微笑
地走向诊室。

“要把荣誉珍藏起来，化作一种精神
和力量，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抗击疫情的每一个战场，一种力
量如钢铁般强劲坚韧，一种精神如群星
般闪耀苍穹。

“如果人的一生中有一次最难忘的
回忆，那我想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受表彰
的时刻了。”

拿到“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的证书，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天
凝镇新联村党总支书记沈燕丽热泪盈
眶：“事非经过不知难，这份荣誉背后是
全村一千多人的齐心坚守。”

嘉兴市首例确诊患者出现地、首个
整村观察点——在大家对病毒的凶险还
不太了解、武汉经商的村民们提前返乡
准备过春节时，1 月 24 日，“全村隔离”的
紧急动员令发出。

“ 为 什 么 不 能 吃 完 年 夜 饭 再 走 ？”
“这难道是要把我们圈禁起来？”……面
对乡亲的不解，沈燕丽带着村干部和党
员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嗓子说哑了，嘴
皮子磨破了，村民们的情绪慢慢稳定下
来了——有的村民在去隔离点前把身
上的两万元现金和家里钥匙交给村干
部保管，有的人把家里养的鸡鸭“托付”
给村干部……

“抗疫精神说起来好像是很大的概
念，但在我们村，抗疫精神就是关键时
刻喊出来的一句话，危急时刻拧成的一
股绳。”沈燕丽说。

小到一家，大到全国，生命至上、举
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的伟大抗疫精神处处闪耀。

戴着厚厚的眼镜，圆圆的脸给人亲
切的感觉，成都市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
科主任孟建彤却有一个酷炫的称呼——

“病毒捕手”。自四川首例病毒标本被
送入成都市疾控中心微生物检测实验室
开始，这名“捕手”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苦
的追踪，他和同事们要从海量的送检标

本中找出疑似病人，使其尽快接受治疗
和隔离。

从原本 24 小时的样本检测时长压
缩到 6 个小时，从原本的实验室环境到
身着三级防护服、头戴正压头套、身背
正压呼吸器动力装置的幽闭空间，这是
一个时间和空间都被极限“压缩”的战
场。

不能进食、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
孟建彤和同事们在高度暴露的风险中用扎
实的基本功和周密配合，硬是扛下了这
场百日战“疫”。

默默坚守、无悔奉献，英雄正是这般
模样。

此次国家表彰的抗疫英雄中，有一
位白衣战士，他生命的刻度，永远定格
在 51 岁。

2020 年 2 月 18 日上午，武汉市武昌
医院院长刘智明走了。

两个小时内改造门诊部；3 天内完
成全院既有其他疾病患者转移；对西院
区整体改造并建好 300 张隔离床位……
疫情突袭，刘智明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
当，一刻也顾不上休息。

生命最后一个月，即使从院长变成
了病人，刘智明也从未放下工作。病床
上，他依然在不停地接打电话、回复微
信。

“他总是这样，忙到没时间关心自己
的身体。”武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珣
回忆，当时说话都很困难的刘院长还在
叮嘱，一定要确认有没有同事被感染。

顾全大家，才能保住小家。疫情发
生以来，战“疫”英雄们用热血与生命诠
释着这个简单又朴素的道理。

“虽然今天我休息，可是执勤地点客
运站是我的辖区，情况我熟悉。”这是内
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公安局育文派
出所原三级警长何建华留给妻子的最后
一句话。

“干就完了！”当绥芬河口岸境外输
入性疫情发生，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原
普外科主治医师于铁夫说着这句口头
禅，告别亲人冲向前线。可最后结束任
务卸下“战甲”的他，却突然离去。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泉塘村
原党支部书记熊建华忍着骤然丧母之
痛，战斗在抗疫一线，却因过度劳累，在
工作中突发急病，最终不治……

还有：武汉市民警吴涌，吉林省长岭
县干部姜娜，基层电工王尔唐，白衣天
使梁小霞、张凯……

让我们铭记这些名字！
精神永不磨灭，如灯火照亮前行。
还记得，卫星影像中，汉口火车站、

武昌火车站、武汉火车站的夜光指数自
2 月中旬起呈现上升趋势。一个个光
点，就是一批批昼夜不停运往一线的医
疗物资。

还记得，武汉解封时，武汉江滩亮起
耀眼的灯光，黄鹤楼、长江大桥、古琴台
等城市地标被点亮。这亮光印在了这座
城市里人们的笑脸上，也印在了 14 亿众
志成城的中华儿女的心坎里。

从重症病房“红区”，到病毒检测实
验室，及至城乡社区的每个角落，都点
亮着千千万万的灯火，照亮了中国抗疫
的前路。

我们知道，只要精神在，希望就在，
这灯火就永不会熄灭。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记者 陈
聪 屈 婷 黄 筱 蔺 娟 董 小 红 王 烁 侠
克 贾启龙）

闪耀啊，英雄的群星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群像扫描

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多少慷慨壮烈、多少不屈不挠，每当危急时刻，总有
英雄挺身而出，担当起中华民族在艰难中奋起的重任。

在8日上午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童朝晖等1499名同志被授予“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等500 个集体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称号。

向险而行，砥柱中流。这是英雄群星闪耀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