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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彭松眼眶有些湿润。临出发时，
他的微信响了，那是9岁女儿子淇发
来的，“你已经很优秀了，我只盼望你
能早点安全回家，当三个娃的优秀爸
爸！”

“嗯，记住了”彭松敲下四个字。
彭松是市妇幼保健院放射科主

任，2月11日，他与158名重庆市赴孝
感市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对口支援队队
员一同驰援孝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彭松没让家人前来送行，“父母年
岁大了，孩子年龄小。”妻子高洋是市
妇幼保健院遗传与生殖研究室副主任
技师，虽是同行，彭松也不愿让妻子来
送他，“怕她哭。”

2月7日，彭松接到通知要派医务

人员支援湖北，他立刻请了战。他在
请战书上写道：“作为放射科党支部书
记，作为放射科负责人，我有责任冲到
第一线。”

报名的事儿彭松没告诉高洋，也
没给父母说。他知道家里的“负担”：
大女儿今年9岁，去年上半年，妻子又
为他生下龙凤胎，才9个多月大。

2月10日下午，彭松接到电话通
知——11日中午从医院出发，出征孝
感。当天临下班时，他给妻子打了通
电话：“我明天要去湖北了，先别告诉
爸妈和淇淇。”

一段沉默后，妻子挂断了电话，开

始为他收拾行李。当晚，妻子对他说，
“我支持你的决定，但一定要保护好自
己，做好防护。”

就在彭松以为自己隐瞒得很好的
时候，子淇已经发现爸爸的“异常”。
11日早上，彭松像往常一样出门时，
子淇正在默默地吃早餐，一切如常。

到了医院，彭松却在包里摸到一
张小纸条，“爸爸，加油！爸爸，因为防
控新冠肺炎，你去武汉，祝你平安回
家，我相信你！我爱你爸！”落款是“彭
子淇为你加油”。

在交接完工作、做好出征准备后，
彭松也分别写下三封家信。

一封是给妻子的：“你为这个家付
出了太多太多。大女儿淇淇半岁时，
我去了国外交流，没有好好照顾你们
母女俩。而这次，我又食言了。我们
的双胞胎小宝还不到10个月，我又要
奔赴抗疫最前线。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对不起，老婆，有国
才有家，家里的一切拜托你了。”

一封是给父母的：“您们的儿子是
一名医生，也是一名党员，这个时候我
必须要有自己的担当和使命。爸妈，
儿子不在这段时间，你们不要担心我，
我会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

一封是给大女儿的：“子淇，对不
起，爸爸又一次食言了，爸爸的医院有
很多叔叔阿姨主动递交了请战书，爸
爸也报名了，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临行前他写下三封家信

2月11日，长寿医疗队披挂出征。
通讯员 廖涛 摄

2月11日，璧山区人民医院护士王春兰透过车窗与女儿告别。当日，该医院15名医护人员出征孝感参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特约摄影 谢捷

□本报记者 李珩

“妈妈是去打怪兽”“下次爸爸打
怪兽的时候再带你一起”……2月11日
下午，重庆市赴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治
工作对口支援队紧急驰援孝感，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家人是最深的牵挂，
出征的父母们只好用美丽谎言甩掉身
后的“小尾巴”。

当天上午11时，在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楼前的出征仪式合

影上，医疗队队员吴娇4岁的女儿见
妈妈要出发，非要跟过来，“就像我的
小尾巴。”吴娇要想办法甩掉这个“小
尾巴”，眼眶有些发红。

吴娇是最早一批报名驰援湖北的
医务人员，她蹲下来对女儿说：“有很
多小朋友的妈妈生病了，需要妈妈去

打怪兽，还给这些小朋友一个健康的
妈妈。”

临走前，她问女儿：“妈妈要走
啦，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妈妈说呀？”女
儿摇摇头，只是紧紧搂着妈妈的脖
子。

在璧山区人民医院举行的出征仪

式上，王春兰哭成了泪人。
临出发前，两个孩子一直围着她

叫着“妈妈、妈妈”。5岁的大女儿还
一本正经地说：“妈妈，你是医生，你要
守护病人，要加油！”虽然孩子们并不
懂这次分别的意义，但却一直举着拳
头，给王春兰鼓劲。

“爸，照顾好孩子，等我回来。”一
个个紧紧的拥抱，一个个脸贴脸的亲
吻，王春兰别过头，把孩子推到自己父
母身边，踏上了出行的客车。

妈妈用最美谎言甩掉“小尾巴”

□本报记者 戴娟

2月11日上午，铜梁区人民医院
和铜梁区中医院的22位医护人员简
短集中后，告别亲人和同事，远赴湖北
孝感，支援湖北人民战“疫”。

2月10日，是铜梁区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医生刘元银34岁的生日。
这一天，她收到了来自祖国的召唤
——作为铜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长，出征湖北孝感；这一天，她做了
一个新发型——为了工作方便和防止
感染的需要，她耳朵和脑后一圈头发
全被剃光。

家里有一个5岁小孩的她，接到
通知后，毅然和同事一起报名，踏上了

支援湖北战“疫”的征程。
“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的医生，到一

线去义不容辞。”刘元银说。
在这支出征队伍里，像刘元银一

样“义不容辞”的医务人员还有很多。
铜梁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肖

福涛第一时间报名请求“参战”，他的
妻子也是医生，家里还有刚满2岁的
幼子。“说没有挂念是假的。”肖福涛
说，“但是母亲帮着照看孩子，妻子也
鼎力支持，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90后姑娘张月梅也是主动报名
踏上征程，为了更好地开展救援工作，
她不但剪掉了长发，还推迟了婚期。

“婚期、婚假可以推迟，医者救人才是
大事，坚信中国必胜！”她笑着说。

生日当天收到出征令

本报讯 （记者 彭瑜）2月10日
中午，万州区天城镇老岩新村博云森
林酒店，张婷婷终于睡了个午觉。这
是她10多天来第一次睡午觉。张婷
婷是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发热门诊一
名护士。疫情发生以来，她和同事们
在一线连续工作了10多天。当天上
午10点，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包括张
婷婷在内的13名一线医护人员实行
轮休，开始14天的集中休息。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是重庆市新
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之一。截
至目前，该院先后有400余名医护人
员参加一线医疗救治，很多医务人员
已连续奋战三周以上。

为有保障一线人员心身得到适
当休养，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按照相关
要求，安排参与集中救治工作的一线
人员，选定集中住宿场所，集中分类

轮休，并积极给予精神关怀，及时开
展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有效缓解工
作压力。

老岩新村海拔1000余米，群山
连绵，古木参天，空气新鲜，近可见鸟
儿翻飞，远可看万州新城，是适合休
息静养的好地方。

“可是没睡着。”张婷婷说，在一
线工作时累得想睡觉，现在真的可以
睡午觉了，脑海里想的还是医院那些
事，这些天来，大家忙碌的场景一遍
又一遍在脑海里浮现。“和同事们一
样，还是放不下医院的工作。”

放射治疗综合病区副主任常世
川在发热门诊坚守了半个月，一身
疲惫，住进酒店好好睡了一觉后，他
的精神劲恢复了不少。第二天又开
始总结这些天来的病例诊治经验。
他说，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还得争分

夺秒把医疗救治工作努力做得更
好。

“山上的空气真新鲜！总算可以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方便就方便
了。”疫情发生后，护士秦蔚、石玉第
一天就穿着防护服连续值了11个小
时的班，饭不能吃、水不能喝，也上不
了厕所。石玉说，“终于可以休闲放
松一会儿了。”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工会负责人
称，一线医护人员每工作三周就集中
休息14天，然后与家人团聚一周，再
接着继续上岗。据介绍，接下来几天，
该院陆续有一线医务人员上山轮休。

记者采访发现，秦蔚、石玉等鼻
梁上还留着口罩的勒痕。他们说，休
息完这段时间，他们还要继续战斗，
直到取得这场疫情阻击战的全面胜
利。

连续在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战斗10多天

万州13名一线医护人员集中轮休
□本报记者 彭瑜

通讯员 刘鹏儒 周志华

2月7日上午，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江
南分院一病房里，冯美玲躺在病床上醒
了。冯美玲32岁，是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百安分院康复科护士。2月3日早晨，冯
美玲在抗疫一线的岗位上突然晕倒，随后
被送到江南分院治疗。

今年1月20日，冯美玲因病动了一个
手术，但她没有向同事提起，还是跟往常
一样上班。疫情发生后，医院的医护人员
纷纷递交“请战书”。

“我要申请到一线去。”冯美玲坐不住
了，她把想法告诉丈夫范福强。范福强考
虑到妻子的身体还没恢复，建议她休假一
段时间再上前线。“这点小毛病我肯定扛
得住。”冯美玲坚持道。1月24日，冯美玲
递交了“请战书”，如愿来到抗击疫情一

线，成为轻症应急病区的一名护士，并担
任夜班小组组长。

2月3日凌晨5点多，连续工作多日
的冯美玲带领同事查完房，正讨论和整理
病例。突然，她感觉左下腹疼痛。她倚在
一把椅子的靠背上，手用力顶住腹部忍了
一阵，疼痛感仍未缓解。随后，她晕倒摔
在地上。

范福强闻讯赶来后，大家才知道冯美
玲前不久刚动手术的事情。不能耽搁！
大家一起把她送到江南分院检查救治。

冯美玲晕倒在抗“疫”一线的事传到
网上后，不少市民纷纷给她点赞，为她加
油。一位网友画了一幅画，并写道：“不曾
见过的小妹妹，却再也忘不掉的好战士。”

其实，冯美玲除了奋战在一线，她还
默默地给疫情中的人献着爱心。

——看到红十字会在发动募捐，马上
捐出爱心款。

——听说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缺口
罩，她立即网购了300只口罩，捐赠给那
家医院里战斗在一线的医生护士。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每一位医务
人员都是战士。”冯美玲说。“我也想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2月2日，冯美玲得知医
院要成立抗击疫情临时党支部。看到“让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的
横幅，她再次连夜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托同事交给党组织。

2月3日上午，重庆三峡中心医院轻
症肺炎应急病区，一场火线上的临时党支
部成立仪式在清洁区内进行。数十名医
务人员庄严宣誓！队伍中，没有冯美玲的
身影。此时的她，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党员！”在医院接
受治疗的冯美玲望着远方抗击疫情集中
救治医院告诉丈夫：“我希望快点好起来，
马上回到一线去。”

在抗疫一线岗位上晕倒的万州护士冯美玲：

“ 等我康复，还要回前线！”

□本报记者 李珩

“2 床情绪不好，与家人共同心理疏
导……”2月11日凌晨1时，陆军特色医学中
心胸外科护士长赵孝英掏出小本子，记录下
第二天要强调的内容。

疲惫的她有些睡不着，依窗望外，看
着安静的武汉，想着丈夫儿子和远在山东
的父母,他们总是问她相同的话：何时返
渝？

同样的问题，她也问过自己，答案也很明
确：当武汉恢复原有的喧闹，人们摘下口罩自
由呼吸时，她就回家！

这个春节，赵孝英本来要回山东老家，给
父亲过七十大寿。她上次回老家看望父亲，
还是援非抗击埃博拉回国后，一晃已经4年
过去了。

1月24日，听说武汉告急，她第一时间
就向组织请战。她让丈夫给父母打电话，说
今年工作忙，回不去了。除夕夜，她登上出征
的飞机。

1月26日下午，接管金银潭医院的陆军
军医大学医疗队开始接收患者。

赵孝英进入红区战斗，不断有患者被送
入病房。她忙着和战友们一起监测体温、记
录治疗、和病人沟通。

“赵护士长，你在红区4个小时了，请返
回清洁区！”队员蒋小娟通过电话对赵孝英发
出第一次通知。援非抗击埃博拉时，她俩就
是一对好搭档。

看着患者渴望的眼神，看着年轻护士首
次接触病人精神高度紧张的样子，赵孝英选
择继续在岗位上战斗。

“赵护士长，5个小时了，马上返回清洁
区！”这是第二次电话通知。

“还有几个病人，很快就结束。”赵孝英挂
了电话，继续战斗。她说：“冲锋踏上，怎能停
止。”

“赵护士长，6个小时了，口罩和防护服
的有效期是7个小时！”这一次，赵孝英服从
了，此时护理组已完成了当班所有病人的护
理工作。

脱掉防护服，赵孝英才感到腰有些麻和
酸胀。

红区、黄区，黄区、红区……赵孝英奔波
于两边，联系着病人和医生。

45床的陈世友是一名高龄重症病人，
入院后情绪十分烦躁，不吃饭也不配合治
疗。

赵孝英每天都会抽出一些时间陪陈世友
聊天，疏通他的心结。心态平和了的陈世友，
配合用药后，氧饱和从93%上升至96%，呼
吸困难也得到缓解，有什么需求也愿意向赵
孝英说了。对老人提出的要求，赵孝英也总
是努力去满足。

“和解放军在一起，不孤独不焦虑。解放
军是最温暖的陪伴。”慢慢地，老人也像变了
个人似的。

“我穿过军装，向党旗宣过誓，面对严峻
的疫情，肩上只有沉甸甸的责任。选择了军
装，就选择了战斗；选择了从医，就选择了忍
耐；选择了入党，就选择了无畏！”赵孝英说，虽
然她没能回山东尽孝，但父亲会为有她这样的
女儿自豪。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胸外科护士长赵孝英：

“战胜疫情才回家！”

2月11日，大足区人民医院医疗队员赴孝感前
和孩子道别。 通讯员 瞿波 摄

以集结号为令 到一线去与病魔较量
——重庆医护人员领命驰援湖北

第一批141人，赴孝感

第二批15人，赴武汉

第三批4人，赴荆门市疾控中心

第四批122人，赴武汉

第五批39人，赴武汉

第六批158人，赴孝感

第七批26人，赴武汉

截至2月11日，我市派往湖
北援助的医疗队共七批次 505
人，陆军军医大学1月24日派出
150人，共计655人。

1月26日

1月28日

1月31日

2月2日

2月5日

2月11日下午

2月11日晚上7点半

本报讯 （记者 李珩）2月11日
晚，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安排，
我市向武汉增派由26人组成的重症
患者救治医疗队，这也是我市向湖北
省派出的第七批医疗队。

第七批医疗队由来自九龙坡、垫
江、南川3个区县的9家医院派员组
成，共有10名医生和16名护士，以
呼吸、重症、感染等新冠肺炎救治核
心专业医护人员为主，并辅以相关专
业人员。10名医生中，3名为高级职
称，中高级职称占90%。

“下午3点零7分接到出征通知，
就立即抽调医护人员，一个小时后从
医院集结出发。”垫江县中医院院长
龚昌奇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
院有105名护士和28名医生写了请
战书，此次从中挑选了3名精兵强将
出征。

垫江县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蔡
国强是此次医疗队的领队，在他的行
李箱中，除了很少的洗漱用品和个人
用品，放得最多的是一包包的纸尿
裤。他解释说：“防护服能节约一点是
一点，所以大家都准备了尿不湿。”

据了解，第七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派出后，我市共派出医护人员、管理
人员、技师等（不含部队150名队员）
505名队员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第七批医疗队抵达武汉后，我市
共有4支医疗队202名医疗队员奋
战在武汉抗击疫情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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