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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贺子桓）
“您好，我家孩子的蛋白粉马上见底，
但指定药店被封控，能不能帮我们解
决一下……”11月27日11点多，市
民王女士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焦急地说道。

随后，记者相继接到刘先生、张女
士的电话，他们均因同样问题致电求
助。

原来，这三名家长的孩子都患有
苯丙酮尿症。该病是一种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疾病，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就
是饮食疗法，需每日服用特殊治疗食
品，以精准控制蛋白质摄入量。

这种食品一般为无或低苯丙氨
酸营养粉、无或低苯丙氨酸蛋白粉
等，患儿一旦错过疗程，或特殊食品
用量减少，将直接影响智力发育。

因该食品被列为处方药，在重
庆，和平药房渝中心店是唯一定点购
买药房。11月27日，该店处于封控
状态，工作人员居家隔离，暂时无法
提供购药服务。

“12345记者帮你跑”栏目记者
立即联系上了重药集团和平药房董
事长、总经理罗刚。

当天中午12点半，罗刚立即召
开紧急会议安排部署，一方面立即向
渝中区政府、区商务委和区卫健委等

相关部门求助，申请尽早恢复正常营
业；另一方面，紧急从其他药房调来
2名工作人员，着手梳理有该蛋白粉
需求的客户名单。

下午3点，药店工作人员分别与
三名家长取得联系，详细咨询患儿用
药情况。

下午4点，药店已分别联系物流
公司，并将梳理出来的11户家庭所
需药品打包完毕。

下午6点，快递骑手上门取货，
准备运输。

11月29日，记者分别致电3名
家长进行回访得知，目前，王女士、刘
先生两位家长在社区安排下获取通
行证，前往药店买回药品；家住巫山
县的张女士也已经收到药店发送的
快递信息，药品将于明日送达。

“我家离药店这么远，这下总算
解了燃眉之急！”张女士告诉记者，
她的两个孩子都需要用药，疫情期
间，距离远买药不方便一直是困扰
她的难题，看到快递短信，这才松了
口气。

罗刚告诉记者，经与相关部门沟
通协调，和平药房渝中心店已恢复营
业，店内药品供应充足、品种齐全、价
格稳定，慢特病患者可联系药师咨询
或到店购买所需药物。

患儿所需特殊食品无法购买
记者联络药店，11户家庭的焦心事解决了

□本报记者 赵欣

“艺术传承第一需要示范，第二需
要讲评……”11月26日，重庆渝北区
篆刻爱好者邓小艾点开“重庆文艺”视
频号，一段“云端文艺讲坛——老张讲
篆刻”之《篆刻学习之“读书”》的短视
频，让他看得津津有味。

视频里，篆刻家张一农一边示范
着篆刻，一边分享着自己的学艺心得。

这几天，“老张讲篆刻”正以连载
的形式在视频号更新。既讲艺术之
道，又讲做人之理，张一农将不同主题
娓娓道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深受

广大网友欢迎。
“老张讲篆刻”是近段时间市文联

推出的“云端文艺讲坛”的一个子单
元。近日，我市文艺界陆续推出一系
列云上文化大餐，通过文艺展播、知识
讲坛等形式，以文艺的力量凝聚正能
量，为居家抗疫的广大市民带来心灵
的滋养。

与开篇提到的邓小艾一样，越来
越多的市民在“云端文艺讲坛”发现了

“宝藏”。做客讲坛的文艺家如同八仙
过海，各怀绝技，分享的内容十分精
彩。

记者注意到，除了篆刻，“云端文
艺讲坛”的分享主题还包括曲艺、书
法、文学、音乐、剪纸、舞蹈等多种艺术
形式。

《颜勤礼碑》该怎么临摹、谐剧如
何欣赏、二胡曲《空山鸟语》如何赏
析？通过观看视频，市民们不但实现

了与一大批文艺名家的网络零距离，
也实实在在地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审
美情趣，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

“张老师是我们重庆的书法名家，
有幸聆听他的指导，我学到了不少干
货。”邓小艾说。

“坦白讲，这次‘云端文艺讲坛’是
我第一次通过网络与学员见面。”接受
记者电话采访时，张一农说，“云端文
艺讲坛”的形式很不错，跟学员隔空对
话，既能达到艺术传承的目的，也能一
定程度上丰富市民的居家生活。

市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
来还会有更多名家做客“云端文艺
讲坛”，带着更丰富的主题与市民见
面。

跟着视频学音乐、书法、篆刻

“云端文艺讲坛”干货多

文化大餐“云”上享

忙碌的守护者忙碌的守护者

云上“文化大餐”节目预告（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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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优秀剧目展播

每日荐书

重庆作家优秀作品展

云上艺术普及

“川”连你我“剧”力抗疫——趣说川剧云上
大讲堂

“承匠心·送技能”线上展播教学活动

“音”你而来、“乐”起抗疫——云端大家唱

棋牌、健身云课堂

活动时间

10:00

10: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5:00

15:00

15:00

16:00

16:00

18:00

18:00

18:00

活动内容

话剧《河街茶馆》、芭蕾舞《幻妆芭蕾》两场连播

话剧《河街茶馆》

芭蕾舞《幻妆芭蕾》

话剧《河街茶馆》、芭蕾舞《幻妆芭蕾》两场连播

散文集《回乡记》

《李钢散文选》

《嘻哈舞》

《摄影用光的秘诀》

川剧器乐赏析

《茶叶的分类》

《合川峡砚雕刻技艺》

《打造阳台小花园》

美食直播《中式烹调—黄焖鸡》

云端大家唱直播

《跳绳教学》

《五子棋教学》

《居家冰球训练》

参与方式

关注第1眼App

关注“重庆日报”抖音号、“重庆日报”微信
视频号、“新重庆”抖音号、“华龙网”微信
视频号、“新重庆”客户端

关注“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微信视频号

关注重庆作家网、华龙网

关注重庆作家网

关注“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市川剧院”抖音号

关注“荟茗文化”微信视频号

关注“砚雕文化”抖音号、微信视频号

关注“凤池荷语”微信视频号

关注“长江职校”微信视频号

关注“1580363372”抖音号

关注“重庆社体”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微信公
众号

关注“重庆冰雪”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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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活动名称

历史文化大讲堂

地方特色专题片推荐

“艺”起战疫共克时艰——朗诵作品展播

“云舞艺动”人人跳

云端美术课堂

文艺大餐“云”上享——优秀电视节目展播

精品有约——优秀剧目展播

“艺”起战役共克时艰——优秀剧目展播

“艺”起战役共克时艰——优秀音乐作品展播

“艺”起战役共克时艰——优秀曲艺作品展播

“艺”起战役共克时艰——优秀舞蹈作品展播

“艺”起战役共克时艰——优秀民间文艺作品
展播

“艺”起战役共克时艰——民间文艺基础教学
视频

云端文艺讲坛

活动时间

19:30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活动内容

《巴渝十二景》

《漫步三峡》

朗诵作品《你在燃烧》

原创舞蹈展示

《工笔画线描技法讲解》

《相遇乡愁·妙彩妙泉》

京剧《张露萍》

川剧《三娘教子》

MV《你安好，他无恙》

少儿评书《抗日英雄王二小》

舞蹈《来自春天的信》

山歌《石龙人爱摆龙门阵》

《三角粽香囊》

行书《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临习方法

《云中乐舞健身操》

《汉唐古典舞》

《侯宝林在重庆》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用雕塑作品讲好新
时代的追梦中国》

《潘虹：不忘初心 及时“归零”，电影事业才能
走得更深更远》

参与方式

关注“重庆老街”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图书馆”微信订阅号

关注“重庆文艺”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市舞蹈家协会”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微信视频号

关注“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微信视频号

关注“重庆交通广播”抖音号、微信视频号

关注“重庆文艺”微信视频号

关注“重庆文艺”微信视频号

□本报记者 陈维灯

“22号连轴转，没来得及写记录，
今天一起吧！”

“提前一个半小时出发，害怕工作
强度高，低血糖，匆忙吃了点东西，坐
上了凌晨4:30的班车……”

以上内容，摘抄自重医大附三
院健康管理中心护士王楠楠的抗疫
日志。11月22日，1993年出生的王
楠楠随队进驻迎龙方舱医院B5方
舱。她的日志，简单记录着自己在
方舱内的工作内容：为患者发放早
饭，采集核酸，监测患者体温变化，
发放药品……

日志，也记录着每一位进入方舱
的医护人员的初心：护理好每一位患
者，让大家顺利出舱……

“妈妈，阿姨们靠在凳子
上睡觉”

11月24日凌晨3点，悦来方舱医
院N6号方舱。

大部分患者已进入梦乡，却有一
对母子在说着悄悄话。

“妈妈，大白阿姨们靠在凳子上睡
觉。”

“那你觉得他们辛不辛苦呀？”
“辛苦呀。”
深夜，为何这对母子还不入睡？
原来，几分钟前，小男孩跑到了方

舱护士站，“大白阿姨，我肚子饿睡不
着……”

“好的宝贝，你等一下，阿姨给你
找东西吃。”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当班护
士何利平找来一些小零食塞到孩子手

里。
回到母亲身旁的小男孩，悄悄地

告诉母亲，自己看到“大白阿姨”都是
靠在凳子上睡觉。

也是在11月24日，重医附属儿
童医院医生牛臻就在N8号方舱内为
一名患儿顺利完成了扩肛处理。

原来，患者因先天性肛门闭锁，一
个月前才完成相关手术，为了避免术
后肛门瘢痕挛缩造成肛门狭窄，通常
术后两周就需要进行扩肛，但由于疫
情影响，患儿迟迟无法复诊。

“如果是平时还是比较简单，但
在方舱内实施还是比较具体。”防护
服、护目镜、面屏，让简单操作不再简
单。细致、温柔、耐心，在浑身湿透
后，牛臻终于顺利完成孩子的扩肛处
理。

“你不要再讲话了，赶紧
休息一下”

11月24日清晨6点，进入悦来方
舱医院N2号方舱的重庆市急救医疗
中心（重庆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护士夏
敏和同事们就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
作。

“7点的时候，转运来了很多患
者，门口的录入登记工作搞不赢，我
们就去支援。”4个小时里，平均一分
多钟完成一名患者的信息登记、引导
患者进入方舱，夏敏来来回回奔波
着，“防护服很闷，喘不上气，面屏上
又全是雾气，看不清楚，一不小心就
摔了……”

中午12点半，换班出舱的夏敏和
同事们摘下口罩，脸上全是深深的勒

痕，很多人的鼻梁和耳朵也磨破了皮，
被汗水浸入就疼。

医护人员的付出与艰辛，许多患
者都看在眼里。

前几天降温，重庆市急救医疗中
心心内科护士傅茂一早进入N2号方
舱，就带着队员们挨个询问患者是否
需要添加被褥，一一登记后再挨个为
患者送上被褥，紧接着又为患者分发
早餐、送物资，一刻都没有停歇。

一个出现发热症状的患者来到傅
茂身边，正想询问如何进行物理降温，
却发现半蹲在墙角的傅茂大口喘着
气，护目镜上全是水雾。患者心疼地
说：“你不要再讲话了，赶紧休息一
下。你们一天忙这么多活路，实在是
太累了。”

“感谢你们，每天来来回
回当我的拐棍”

11月23日，悦来方舱医院S1号
方舱里，重医附二院神经内科护士李

燕一瘸一拐地挪到了护士站，靠着一
张椅子坐下，此前扭伤的左脚踝再次
肿胀酸痛。

“进方舱之前脚崴了。没得事，
走慢点就行。”方舱工作却容不得李
燕“走慢点”，每小时巡查病区，每四
小时为患者测量生命体征，每天清晨
要为舱内800余名患者进行核酸采
样，紧接着为患者分发餐食……一天
下来，李燕在方舱内的步数就超过两
万步。

S1号方舱内有一位年纪稍大、行
动不便的患者，又患有前列腺增生，每
天都要到卫生间20余次。

“他拄着拐杖上卫生间不方便。”
于是，李燕和同事们就主动当起了患
者的“拐杖”，扶着患者到卫生间门口，
再扶着他慢慢回到病区。

“感谢你们，每天来来回回当我
的拐棍。”看着护士们为自己和其他
患者奔波忙碌着，这名患者心疼不
已，“大家都不容易，你们也要照顾好
自己。”

◀11月15日，悦来方舱医
院，前来报到的医护人员们正
在集结。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11月23日，迎
龙方舱医院，医护人
员正忙着布置方舱
里的设施。

本组图片由记
者郑宇摄/视觉重庆

▲ 11 月 25 日，
迎龙方舱医院，下班
后医护人员正在自
我消毒。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11月
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多所在渝高
校了解到，为应对寒潮天气，学校或
是通过统一购买，或是发动校外居住
的教职工党员开展募捐送冬衣行动，
或是和校内物资供应商家协商开通
购买渠道，做好师生们在特殊时期的
御寒保暖工作。

“各位老师、同学们，考虑到近期
天气可能急速降温，学校已紧急购置
了一千件棉大衣作为防疫物资保障，
补齐防寒短板。所有参与防疫工作
的教职工均可根据需要借用，有需求
的学生也可借领使用。”这两天，在重
庆工商职业学院校园，一则暖心消息
在师生群体间温暖传播。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主要负责人
介绍，为解决部分学生冬季衣物短缺
的问题，该校紧急筹集到棉大衣
1000件供师生御寒使用。

气温骤降，西南大学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立刻发动校外居住的教职
工党员开展送冬衣行动。短短半天
内，就募集了第一批冬衣，包括羽绒
服、棉服、大衣等共计4大包、30余
件。通过校内外教职工党员志愿者
接力传递，收集到的御寒冬衣均及时
送达到学生手中。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则与重
庆商社联系，开设平价保暖衣物、棉
被售卖专场等。有需求的学生网上
直接下单，由重庆商社统一集中配送
到学校，经学校统一消杀后发放给学
生。

重庆邮电大学在寒潮到来之
前，摸排发现有冬衣需求的学生主
要为中心城区的大一新生。为此，
学校一方面协调供货商为学生们提
供平价棉衣、棉被，另一方面，协调
快递公司把近期家长寄来的衣服、
被子包裹严格消毒，第一时间送到
学生手中。

寒潮到来“有暖意”
为高校师生送冬衣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西
南
大
学
学
子
收
到
学
校

老
师
送
来
的
冬
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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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医院医护人员二三事—方舱医院医护人员二三事——方舱医院医护人员二三事 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