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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有需要，我随时听候
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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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战“疫”一线的最美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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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永乐
本报通讯员 段永强

3个月前，当 27岁的清华大学博士宋
云天，作为省选调生走进辉县市冀屯镇前
姚村担任第一书记时，村民们对这个瘦瘦
的小伙子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更多的是质
疑：“是来镀金的吧？”

然而，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村民
们对他刮目相看！

“我需要 1 桶油”“我需要 10 斤鸡

蛋”……自 1月 29日起，宋云天的手机就
成了热线电话。为防止交叉感染，村民们

“宅”在家中，生活物资告急。宋云天主动
当起了“采购员”，通过电话、微信确定村
民的生活用品需求后，他会第一时间采购
来并送到村民家门口。

“小宋啊，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你能不
能过来看一下？”一名从外地返乡的村民感
觉身体不适，给宋云天打来电话。宋云天
迅速到户，联系村医诊查，帮助测量体温。

在村里巡逻，常发现忍不住出来“透
透气”的村民，宋云天总会及时劝阻：“疫

情严重，最好不出门、不串门、不聚会啊！”
宋云天还利用值班间歇当起了村里

十几名学生的“辅导员”，整合多家平台的
线上教学资源，在网上为孩子们答疑解
惑，并与家长交流探讨家教方法。

前姚村党支部书记穆彦堂说，大年三
十晚上宋云天才回到 300 多公里外的老
家，镇里考虑到交通不方便，让他在家多
休息几天，他却在大年初二一大早就赶回
村来。从此，无论深夜与清晨，村口的防
控卡点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不知不觉中，宋云天已成为村民的贴

心人。群众有啥需要帮忙的，都愿意找宋
云天。总结几个月来的工作心得，宋云天
用了3个朴实的词——“讲个味儿、气儿要
顺、做实事儿”，就是对村民要有人情味儿，
让他们心平气顺，想方设法给他们做实事。

宋云天在清华大学就读时曾任校学
生会主席，曾获国家奖学金、北京市“三
好”学生、清华大学“创先争优”优秀共产
党员、清华大学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但
他说这一切都是过往，他现在就是一名共
产党员，一名村干部，在国家和人民需要
的时候，他得顶上去，不能掉链子！③6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2月16日，家住平顶山市卫东区优越
路街道优越社区的刘雯婷吃完早饭，戴上
助听器和小红帽，同母亲刘钰兰一道来到
社区南门的疫情防控检测点值班。

作为志愿者，母女俩配合得很好，女
儿把门，母亲登记。

大家知道刘雯婷听力和语言都有障
碍，因此进出小区门时都会主动把出入
证拿出来给她查看。

这已是母女俩执勤的第五天。
此前，媒体对于抗“疫”一线的各种

感人报道，常常使刘雯婷泪流满面，一股
热血在她心中不断升腾。

2月 10 日，刘雯婷再也坐不住了。
在母亲的陪伴下，她找到优越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书杰，口齿不是很清
地说：“我也要加入咱社区的防疫队伍。
一直以来，都是党和政府照顾我们家，现
在国家有难，我也想尽一份力。”

李书杰对眼前的这对母女很熟悉。刘雯婷是刚满
20岁的大一学生，先天性神经耳聋。因为早期昂贵的
医疗费用，加之父亲下岗，这个家庭成为社区的低保
户。

听到这样的请求，李书杰有些迟疑：孩子听力和
语言有障碍，到防疫一线能干得了吗？不等李书杰
回话，刘钰兰就接着说：“李书记，咱们的孩子你放
心，我陪着她。”

李书杰知道刘雯婷是一个特别自强的孩子。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刘雯婷特别勤奋。虽然

课堂上时常跟不上，但是下课她总是围着老师“转”，直
到老师讲明白才罢休。上大学后，她的专业课——服
装设计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

刘雯婷还是个热爱公益的“00后”。在大学，她时
常参与义工活动，定期到孤儿院看望那里的残疾儿
童。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刘雯婷的信念。

考虑到此，李书杰欣然答应，把母女俩编入抗“疫”
队伍：为群众发明白信、张贴通告，为居民办理临时出
入证，做好出入信息登记。

工作难度不大，但是疫情期间，大家都戴着口罩，
刘雯婷看不到嘴形，就不知道出入人员说些什么，母亲
就是她的“翻译官”。

“昨天下午，刮大风，下着雨，我们都劝这姑娘到门
卫处避避风，可她偏让我们这些老同志进去取暖，自己
在冷风中忙碌。”退伍军人、志愿者何金良说。

刘雯婷写得一手好字。2月 14日晚上11点，躺在
床上睡不着的她，起身拿出笔墨宣纸，写下“祈福中华
武汉加油”八个大字。③6□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聂建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县疾控中
心余诺、刘阅两位“90后”小姑娘，已经在
患者咽拭子采样这一高危岗位上连续奋战
了20多天。

1月 23日，从新县出现第一例新冠肺
炎疑似患者起，到发热门诊为疑似患者做
病毒采样及送检样品，便成了余诺、刘阅工
作的全部。这段时间，她们始终是24小时
待命，不曾休息过一天，因为要避免交叉感
染，她们也未曾回过一次家。

与患者面对面采集咽拭子标本，风险
极高，患者的一个喷嚏，就能产生大量带病
毒的飞沫，采样人员每天都要与这种高风
险零距离。“说句心里话，我们也畏惧过、恐
慌过，可是转念一想，如果每个人都想着逃
避，高危工作谁来干？”外表柔弱的余诺，却
有着常人看不出的坚强。

回想起第一次采样经历，刘阅坦言一
辈子都不会忘记。当病人张开嘴，自己与
患者之间只有不到一只手掌的距离时，刘
阅分明听到自己的心脏“怦怦怦”跳个不
停，可看到患者痛苦又无助的眼神的一刹
那，她的心平静下来，只有自己成功采集标
本并完成检测，才能早日对症治疗，为患者
解除病痛。第一次采样，她和同事全副武
装，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出了隔离室，
她们一刻不停地将标本送至新县人民医院
离心分装，再驱车 100余公里送往信阳市
疾控中心待检，以尽快拿到检验结果。

“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心，
这份信心对病人、对我们同样重要！”余诺
说，她相信自己的笑容和鼓励，能给患者带
来勇气和信心。“就在今天，我第一次采样
的那名确诊患者已经治愈出院了。”余诺高
兴地说。

“我们希望以后的每一个检测结果都
是‘阴性’，我们更希望最终的胜利早日到
来！”余诺、刘阅充满希望地说。③5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岚峰，此刻思念如潮。天寒注意保
暖。注意保护好自己。”2 月 16 日一大
早，正准备和两名社区干部一起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的孙岚峰收到了男朋友发来
的微信。看着这条充满温情的信息，她
的眼角流露出笑意。

26岁的孙岚峰是许昌市魏都区文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社区医生。“2020
年 1月 30日，农历正月初六”，这是她很
早就和男友约定的订婚“好日子”。他
们订好了酒店，提早做足了准备，憧憬
着花好月圆的日子。可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
一次计划。

“订 婚 可 以 延 迟 ，抗‘ 疫 ’不 能 等
待！医院有需要，我随时听候调遣！”
在了解到单位有紧张繁重的战“疫”任
务后，已请假回到老家的孙岚峰决定
推迟订婚宴，回到工作岗位。与男友
商议时，她的想法得到了对方的充分
尊重与肯定：“你全身心地投入疫情防
控一线，父母和亲朋好友那边我来做
工作。”

“回单位那天是 1 月 26 日，当时班
车停运，我就到老家村委会开了证明，

让家人开车把我送过来了。”孙岚峰
说。

第二天，孙岚峰就加入社区疫情
防控医疗队伍，紧张有序地开展各项
工作：组织宣传版面，进行疫情防控
知识宣教；24 小时在线，随时解答居
民关于疫情的疑问；对 3 名外地返乡
的居家观察者进行随访，帮助其采购
生活物品；她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写下了入党申请书，以一名党员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

从过去的每天都能见面，到现在瞅
着机会偶尔才能发条微信，孙岚峰和男
友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些改变。男友的理
解和支持，成了支撑孙岚峰在一线奋战
的重要精神力量。

春光里，这位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90后”医生格外美丽。③5

清华博士的乡村防疫实践

图① 宋云天为隔离在家的村民们采购生活物资。⑨6 李锋 摄

图② 余诺、刘阅为疑似患者做病毒采样。⑨6 胡巨成 摄

图③ 陈余龙(右)在疫情防控检测点指导小区居民扫码登记个人
信息。⑨6 郭戈 刘小兰 摄

图④ 19岁的王林蔚在郑州市文心苑小区疫情防控检测点为居民
测体温。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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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与风险零距离 订婚可以延迟，抗“疫”不能等待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2月 16日，在安阳市东关街道办事处育才西社区，
“90后”姑娘郭珊杉已在疫情防控一线坚守了18天。

“眼要笑，嘴要甜，手要硬。”郭珊杉总结出执勤三大
“守则”，许多“发脾气”“硬闯”的居民都被她成功“劝返”。

自小就热心助人的郭珊杉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发
现，许多志愿者因缺乏专业知识，很难有针对性地解决
受助者的需求，“爱心”大打折扣。于是，她报考了哈尔
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去年7月毕业。

疫情发生后，郭珊杉主动报名上“一线”。父母刚开
始不理解，“那么多人在抗‘疫’，轮得到你一个小孩子？”

“这场战‘疫’，‘90后’应该当先锋。”郭珊杉回答，
“社会工作是我的专业，只有把知识用到实处，才能实
现自己的价值。”向父母保证自己会做好防护后，她毅
然走出家门。

为了守好社区“防线”，东关街道办事处利用宣传
页、广播、小喇叭、微信群等，展开了立体式宣传“攻
势”，但仍有个别居民不把疫情“放心上”。

结合专业知识，郭珊杉开始在辖区居民中开展精
准宣传及情绪安抚。她每天搜集整理疫情信息，摆出

“硬”数据，讲明病毒风险。又从“软”感情出发，告诉居
民病毒传染性强，不出门、戴口罩不仅保护自己，更是
保护孩子、亲人。

“滴灌”到心田，原来“不上心”的居民也逐渐建立
起从心理到生活中的疫情“防线”，出门必戴口罩、进出
楼院主动配合检测。大家见到执勤的郭珊杉，总会夸
一句“好闺女”。

“重视疫情，但也不必过度恐慌。”郭珊杉告诉记
者，一位一起执勤的社区工作人员由于心理压力大，下
班到家，进门后要洗 4次手，洗澡超过 1个小时，遇人
也没了平时的热情，眼神中满是“距离感”。利用一起
执勤的机会，郭珊杉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他聊天，终
于捋顺了他的心绪。

目前，育才西社区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年轻党员、
群众有32人，像郭珊杉一样的“90后”占一半以上。

“疫情不结束，我们不下‘线’。”郭珊杉坚定地
说。③6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2 月 13日晚，在送完爱心人士捐给
各防疫单位的6万斤萝卜后，博爱县孝敬
镇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员谭鑫坐在机关大
院的长椅上说出了心里话，“已经 17天

没见过她了……”
26岁的谭鑫口中的“她”，是自己的

妻子姚田田。27岁的姚田田是博爱县寨
豁乡的一名机关干部。疫情发生后，两
人一起奔赴防控一线，一南一北，相隔25
公里，辛勤付出、默默奉献。

近段时间，谭鑫穿梭在博爱县疫情
防控各单位与孝敬镇 28个行政村之间，
货车、小轿车、三轮车轮番上阵，搬萝
卜、拉帐篷、扛消毒液，筹集口罩、酒精，
分发防疫物资、暖水壶，干起活来尽职
尽责。

姚田田则是寨豁乡疫情防控青年突
击队队员，每天对过往车辆逐一登记、消
毒，对随车人员测量体温。看似简单的
工作，一整天下来，累得她不想说话。

今年春节后，在收到乡团委要成立
战“疫”青年突击队的消息后，她毫不犹
豫地在请战书上摁下手印，并将请战书
和日记本一同拍照发给谭鑫，“现在，我
们一起站在了抗击疫情的第一线。25公

里的南北守望，也是难忘的浪漫。老公
加油！”

谭鑫是山西人。元宵节晚上 10 点
多，他打算开车上山到田田单位给她送
点汤圆和零食，却因自己的山西口音和
车牌被入山口监测点拦了下来。

“田，我去不了，这里监测点不让过
去。”

“那你就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到
了单位，报个平安。”

放下电话，一股委屈瞬间涌上田田
心头。这是他们小夫妻分开的第13天。

从大年初三分别以后，夫妻俩双双
投入到了抗击疫情的一线。

“我这边一切都好，你要记得戴严口
罩，戴好手套。山里风大，穿厚点，别感
冒了……”

“好嘞，你也要注意身体……”这些
已经成为谭鑫和田田聊天的日常。③6

（图为谭鑫向村民发放防疫宣传资
料。⑨6 敏华 摄）

青春战“疫”

难忘的浪漫是南北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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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是党和政府
照顾我们家，现在国家有
难，我也想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