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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战“疫”一线的最美身影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孙小明 胡恩来

胡敏是郸城县人民医院检验
科一名检验员。

“第一次给疑似病人采集咽拭
子时，说实话，难免有点紧张，做了
两次才完成采样。现在，我都是下
手又快又准。”2月 12日，胡敏语气
轻松地对记者说，口罩上方，一双
有神的眼睛俏皮地扑闪着。

咽拭子核酸检测结果，是确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个重要指
标。在采集咽拭子标本时，需要病
人摘掉口罩，张大嘴巴，暴露出扁
桃体和咽后壁，然后用棉签伸入咽
喉部采样。这时，检验人员与病人

“近在咫尺”，病人呼出的气溶胶和
喷溅出的飞沫，很可能携带病毒，
具有高度的传染性。

大年三十下午，医院要求检验
科派专人到发热门诊负责采样，胡
敏找科主任主动请缨。“你家孩子
小，你考虑好再决定。”主任说。

“考虑好了。只要做好防护，不会
有事的。”胡敏说。

咽拭子采集的质量直接关系
到病人的确诊，为了采集准确，很
难保证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加
上护目镜上容易起雾气，透视率不
高，为了看得更清楚，胡敏总是尽
量离病人近一点，再近一点。

一次采样时，胡敏向病人靠
近，病人却往后撤。病人说：“你别

离我太近，不安全。”胡敏感
动得心头一酸：“没事的，我
穿有防护服，离得远了看

不清楚，万一采样不准确就耽误大
事了。”

本该离疑似病人远一些，胡敏
却要靠近他们。而本该离家人近
一些，她却把他们推得远远的。

从正月初一到现在，胡敏每天
24小时不能回家，下班后被隔离在
附近租赁的专门房间。丈夫来送
衣物，原想说几句关心的话，胡敏
一开口就把他的话堵住了：“别进
屋，把东西放在门外，离我远点
哦！”为避免交叉感染，她让丈夫把
孩子送到了姥姥家。一家三口，分
居三处。

儿子刚 5岁，正是依恋妈妈的
年龄。这么多天不见，她又何尝
不想儿子？母子只能通过视频相
见。懂事的孩子知道妈妈在前线

“打病毒”，虽然不情愿，却还是
说:“妈妈加油，我爱你，早点回
来！”

儿子用稚嫩的笔画了幅画，说
画的是《金刚葫芦娃大战蛇精》。

“妈妈，你是金刚葫芦娃，病毒就是
蛇精，你打败了蛇精就赶紧回来。”
看着视频，胡敏转过脸去，潸然泪
下。③4

一位检验员的“近”与“远”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长葛市董村镇新王庄村村医王
土成生命中的最后24小时，从2月9
日凌晨6时开始。

那时，王土成已经起床了。连
续多日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
线的他，为了全天候保持“战斗”状
态，主动和家人隔离，将“卧室”设在
了村卫生室。他简单洗漱后，戴好
口罩、穿上白大褂，走进外屋的诊断
室，给房间通风消毒。

6时40分，村民赵凤仙等6位老
年人前来测血糖、量血压。王土成
将测量数据一一输入每位老人的健
康档案。

8时 30分，“全副武装”的王土
成带着随访包，与镇村干部一起前
往居家隔离的村民家中测量体温，
指导家庭消毒。在被隔离的村民家
门前，都贴着居家隔离的明确要求
和温馨提示，上面有村干部和王土
成的手机号码，可以随时拨打。

10时 30分许，他到村口的疫情

防控检测点，仔细查看了进出人员体
温登记情况，随后返回卫生室。村委
会主任任小腊回忆：“他还给我们鼓
劲儿说，‘现在一点儿可不敢松懈，大
家把好关口，才能守护好家园！’”

下午，王土成从镇卫生院领回
了紫外线灯管、84消毒片等防疫物
资，继续做好隔离人员测量体温、卡
点填表上报等日常工作。这些工作
既枯燥又费神，但他一点都不敢大
意，忙起来都顾不上擦汗。

到了晚上8时，王土成吃上了晚
饭，家里送来的一碗小米稀饭、一个
素包子。吃罢饭，王土成跟妻子吴
银卉说：“我得再忙一会儿，你先去

睡吧。”吴银卉对此已经习惯了——
结婚 13年来，王土成一直把卫生室
当成家，工作起来不问时间。近一
个月来，他每天休息不超过 5 个小
时。

次日 0时 17分，村民王洋的妻
子肚子不舒服，他就给王土成打了
电话，要去拿点儿药。等他到了村
卫生室门口，王土成已经提前把药
准备好了。王洋让他“早点儿休
息”，王土成回答：“现在是非常时
期，再值一会儿班。”这是他留给世
人的最后话语。

2 月 10 日清晨 6 时许，穿着睡
衣、还未坐起的王土成突发急性心
肌梗死，抛下妻子和 13岁的儿子、4
岁的女儿，静静地“睡着”了，年轻的
生命定格在37岁。

2 月 12 日，是人们为王土成送
别的日子。新王庄村 2027 名村民
多么想再看王土成一眼，可他们记
得王土成“不聚集”的叮嘱，选择在
网上、微信朋友圈里悼念，决心用抗
击疫情的胜利告慰这名牺牲的“战
士”。③5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爸妈，你们放心吧，上次因为
临时有事没见到对方，我今天和王
阿姨一块儿去，肯定不会食言。”放
下电话，杨明星精心收拾一番，准
备出门相亲。正在此时，他接到工
作电话，随后他又马上换上了工作
服。

30岁的杨明星在宝丰县观音
堂卫生院上班。随着年龄越来越
大，父母提起他的婚事就心急如
焚。过年前，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位
姑娘，因为工作繁忙，俩人一直没
有见面。本来约好除夕那天见面，
因为战“疫”又泡汤了。

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又是一
名党员，杨明星总是冲在防疫一
线。不管是挂条幅、到“留观”人员
家中喷洒消毒水、体温检测还是在
路口“卡点”值守，哪里有需要，哪
里就有他。

第二次失约后，杨明星便一直
在单位加班。2 月 5 日深夜，天空
飘起大雪，值班人员“全副武装”，
坚守在村口卡点。这时，一辆电
动车扭扭晃晃地开了过来，值守人
员立刻上前查看，发现是观音堂林
站的韩现正。韩现正看见他们便
喊：“赶紧过来帮帮俺，孩子咳嗽、
咯血……”

韩现正的儿子韩世杰于 1 月
21 日从湖北省返乡，事发当天，

隔离周期正好结束，谁料出现疑
似症状，家人焦急万分。了解情
况后，杨明星迅速向上级汇报，
并立即联系工作人员一起赶到患
者家中了解情况。因为大雪封
山，道路不通，通过与 120 指挥中
心沟通，他们又迅速安排卫生院
车辆，将患者送至山下大路旁，
等着急救车赶来。凌晨时分，韩
现正父子坐上了县人民医院的救
护车。

没想到，这件事传到了一直未
见面的姑娘耳中。2 月 7 日下午，
他收到了姑娘的短信：“你好，昨
天听王阿姨说了你的事情，我很
感动。虽然我们还没见面，但是
我从心里对你感到敬佩。在外面
站岗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
体，多穿衣。待到山花烂漫时，我
在这等你。”

因为选择奋战在防疫一线，他
耽误了相亲；姑娘却因为他坚守岗
位，心甘情愿等他归来。“待到山花
烂漫时，我立刻去找她。”杨明星不
好意思地笑了起来。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渠建东

“武汉、封城，口罩、隔离……这
些词儿让我蒙了，心里有种预感，这
次怕是不简单。”“作为一个日常上
下班、没事刷刷微信抖音、偶尔打打
游戏的普通医护人员，感觉自己像
个即将上场的战士，有点激动，但也
有点害怕，毕竟即将面对的是个强
大的对手。”

写下这些文字的，是南阳市医
专一附院心内四科护士苏珊珊。这
个爱玩王者荣耀、爱自拍、爱吃零食
的 80后，在抗“疫”一线的紧张工作
间隙，记录下自己“用勇气战胜恐
惧”的心路历程。

“老爸是大年初五的生日，和妈
妈陪着他吃了顿简单的团圆饭，正
收拾碗筷，接到电话，让我下午进隔
离病房参加护理。”1月 29日，正在
家中的苏珊珊接到医院通知，要参
加半个月的护理任务。她向父母说
出了实情，“平时爸爸喜欢讲笑话、
抖包袱，这次他非常认真地跟我说：
服从安排，好好干！”

苏珊珊告诉记者，来到隔离病
区后才发现这里的工作远比自己之
前想象得要繁重。“其他已到位的同
事详细跟我讲了工作流程后，我穿
上隔离衣戴上护目镜。输液、发药、
脱隔离衣、交接班，一个环节都不敢
大意。每日病区全方位消毒，病人
生活垃圾处理、大小便处理，都要严
格按照流程进行。”

与繁重工作相伴的，还有苏珊珊
心中挥之不去的对新冠肺炎的恐
惧。苏珊珊告诉记者，看着每日确诊
患者数的攀升，还有重症病人的苦苦

挣扎，“我前几天根本睡不着觉。”
第一天休班以后，同事们给苏

珊珊打电话，让她到约定地点取东
西——整整两大包零食。同事们的
暖心之举，让苏珊珊高兴了好半天，
自称吃货的她在朋友圈留言：“等从
隔离病区出来，我要搬空超市！”

“每天下班后，脱下里三层外三
层的隔离服，里面的单衣都湿透了，
浑身像散了架。”苏珊珊说。在隔离
病区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其他
同事的平静和从容，给了苏珊珊莫
大的鼓励。

她说，在病区里，同事们相互遇
到，都会不约而同地握紧拳头、做出
加油的手势。“隔着厚厚的隔离服，
看不到大家的表情，但在我眼里，他
们好像变成了一起通关的超强战
士，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 2月 7日，南阳医专一附院首
例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院，苏珊珊
流下了泪水。

“我特别喜欢一个抖音视频上
的一句话：我们之所以赞颂勇气，
是因为我们人类在明知风险的情
况下，仍在做着我们认为该做的
事。”苏珊珊说，“待疫情过后，可以
自豪地说，我也拥有一段无悔的
人生！”③8

“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这等你”“用勇气战胜恐惧”

村医王土成的最后24小时
结婚 13年来，王土成

一直把卫生室当成家，工

作起来不问时间。近一

个月来，他每天休息不超

过5个小时。

2 月 4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正在为患
者煎制中药。该院开展 24小时为
患者提供药物煎制等服务，积极发
挥中医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
控作用。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2月 9日，温县人民医院隔离病房走廊，
一位护士展示“不要怕 有我们在”的字幅。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该院医护
人员在战“疫”一线坚守岗位，全力救治患者、
守护生命。⑨3 徐宏星 摄

▲“不要怕 有我们在”。
▶护士王娟娟的手因多天连续消毒而皴裂。

不要怕
有我们在

2 月 9日，在汝阳县中医院医
疗队支援湖北出发仪式上，医疗队
向家乡人民告别。该院抽调6名医
德高尚，技术精湛，作风顽强，有责
任担当意识的医护人员，组建医疗
队，支援湖北。⑨3 康红军 摄

本报武汉讯（记者 杨晓东 刘晓
波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建勋）2月
6日，是河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淮河
医院的徐秋香来到武汉的第12天。上
午10点，徐秋香一边忙着收拾东西，准
备坐11点的班车去医院换班；一边利
用短暂的时间和记者攀谈，她有些哽咽
地告诉记者，现在最放心不下的，一个
是医院的病人，一个是家里的孩子。

儿子张轩玮今年 12岁，在开封
上小学六年级，目前正处在中考冲刺
的关键阶段。“男孩子平时比较调皮，
我不在家，怕爸爸管教不严格，影响
他的考试。不过，我感觉来的这几
天，他明显懂事了很多。”提到孩子，
虽然只有短短十来天的分离，但还是
让徐秋香有抑制不住的感伤。

徐秋香拿出手机，微信中几天前
孩子诚恳而天真的话语，让记者湿润
了眼眶：

亲爱的妈妈:

您好！今天是您支援武汉的第

三天。我十分地想您。期盼您能早

点回来。但是我知道，您是一名党

员，听从党支部的调派，只有病（疫）

情减弱了您才能回来。我知道您在

那里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学习。在

这里我向您保证我在家里会严格听

从爸爸的话，认真写好寒假作业，和

课外班的作业，您不用担心。妈妈您

在那里要注意好身体，做好防护工

作，认真地为病人治病。您对我和爸

爸要放心。我们会永远地支持您，而

且我也会管好自己。请您相信我和

爸爸，我会认真做到以下几点:我保

证在家认真写作业，晚上可以进行适

当的休息；等到您下班了，我会把今

天一天所写的作业或背的内容向您

发语音或图片；写作业时不做小动

作，不乱花钱，除了买必要的学习用

具以外，不乱买零食等东西。

妈妈您放心，以上这些我都尽力

尽量做到，不让您操心，您在武汉要

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一定要健健

康康地回来！

看到孩子这么懂事，徐秋香的泪
水模糊了双眼。她回复道：“亲爱的
儿子：看到你的信息，感觉你瞬间长
大了，妈妈有说不出的感动，妈妈的
选择是正确的，希望咱们母子携手共
同成长，共同进步。”

在张轩玮发给妈妈的作业中，记者
留意到，孩子的世界纯净美好。或许是
因为有了一个伟大的母亲，孩子对平
凡的生活，也有了不平凡的认识。他
写道：“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到没
人注意到我。我有着平凡中的不平凡，
做一些平凡中的不平凡的事。”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平
凡也有闪光之处，我们注定要在这个
共克时艰的历史洪流中，跳跃出一朵
浪花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加油！③6

妈妈的选择是正确的

本该离疑似病人远

一些，胡敏却要靠近他

们。而本该离家人近一

些，她却把他们推得远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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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儿子：看到你

的信息，感觉你瞬间长大

了，妈妈有说不出的感动，

妈妈的选择是正确的，希

望咱们母子携手共同成

长，共同进步。”

“隔着厚厚的隔离

服，看不到大家的表情，

但在我眼里，他们好像变

成了一起通关的超强战

士，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

“虽 然 我 们 还 没 见

面，但是我从心里对你感

到敬佩。待到山花烂漫

时，我在这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