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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黄志朝记得，女儿黄霞很久没发微信
朋友圈了，打电话也很少接，接了也是三言
两语就挂了。

“就像失踪了一样。”37岁的黄霞是重
庆三峡中心医院（下称三峡中心医院）急救
分院重症医学病区副主任。黄志朝说，直
到看到重庆市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的报道，他才知道女儿不但上了抗疫一线，
还是三峡中心医院重症肺炎应急病区主管
医生。“她都瞒着我们。”

黄霞坦言，在抗疫一线还是很危险，她
不想家人为她担心，也不想工作分心，所以
屏蔽了父母的微信。

屏蔽父母微信

早在1月19日，黄霞就有预感，这个春
节将很忙碌。丈夫也不在万州，她担心照顾
不了父母和儿子，当天下午以回老家过年的
名义，就把他们送回了老家梁平。随后，黄霞
就屏蔽了父母的微信。

1月21日凌晨，重庆市首例重症新冠
肺炎患者在巫山确诊，随即转入重庆三峡
中心医院重症肺炎应急病区隔离治疗。同
一天，万州首例新冠肺炎病人也确诊入
院。黄霞的专业是就与重症患者打交道，
有10年临床经验。她说，不论作为党员还
是医生，自己都要做迎险而上的逆行者。1
月22日，黄霞第一次走进新冠肺炎病房。

“我辈已躬身入局，势必要共渡难关！”1
月23日，走出病房，她在朋友圈发了这14

个字，然后配上一张医护人员逆袭的图片。
1月28日，三峡中心医院百安分院被

改造成渝东北片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
医院。当晚9点开始，黄霞与重症医学病
区主任崔勇各负责一头，把18位确诊患者
一个一个从总院转移到百安分院，直到29
日凌晨两点。

女儿上了新闻啦

“黄霞上新闻啦！黄霞上新闻啦！”1月
30日，有亲戚把《重庆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患者治愈出院的背后》新闻链接发
到了亲友微信群。黄志朝与老伴赶紧打开
看，“她去一线抗疫去了。”

那些日子，黄志朝天天看新闻，对武汉、
对重庆的疫情非常关注，对新冠肺炎也有了
很多的了解。其实，他早已隐约感觉到，黄
霞可能参加医疗救治去了。但他又安慰老
伴，那么多医生，也不一定轮得上咱女儿。

“你参加抗疫了，为啥不给我们说一
声？”黄志朝忍不住给黄霞去了电话，虽然有
些责怪，但也心痛女儿。老伴一把夺过手
机，哽咽着埋怨黄霞：“你让我们担心死了!”

黄霞也流泪了。她拿着电话，不知从
何说起。她说，一线的工作，没法跟父母
讲，那样只会让他们更加担心。

“疾病救治与病毒防护都无经验可循，
治疗难度大，感染风险高，医疗物资也紧
张。”黄霞与同事们穿戴好防护服、护目镜、
3层鞋套，每次整整6小时待在病房，不能
喝水、无法吃饭、更不方便上厕所；但他们
却要在里面伺候患者吃喝拉撒，还要交流
谈心，进行心理辅导。“大家一个班下来，浑
身是汗，裤脚全打湿，眼睛与颧骨间留下两
条被口罩压得发红的勒痕。”

这之后，老两口没事就要看看那篇关
于女儿救治病人的报道。他们尽管时常牵
挂着黄霞的安危，但心底还是为女儿能参

加这场疫情阻击战感到自豪。

父母因她骄傲

“每次她都说没事没事。”得知黄霞
在重症肺炎应急病区担任主管医生后，
两位老人时常打电话关心女儿。两位老
人抱怨：“总是报喜不报忧。”

到了2月中旬，重症病区收到的重症、
危重症病人累计达到40多人。医生少、病
人多、突发情况随时有，黄霞特别忙，有时也
特别危险，她都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担忧。
特别是医院第一次为危重症病人使用“人
工肺”，黄霞连续几天上班，最后累倒了。

“在万州，甚至渝东北都是第一次使用
‘人工肺’。”黄霞说，作为重症应急病区主
管医生，她肯定要参加“人工肺”安装。“这
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从2月16日深夜11点做准备工作，到
17日凌晨2点走进病房，直到早上6点“人工
肺”正常转机，黄霞才与大家一道走出病房。
上午稍稍休息，她又回到病房。18日，本该
黄霞休息。但眼睛一睁，她又去了病房。

2月19日上午，黄霞为病人透析导管
时，就没力气了。她怕自己站不起来，便与
同事换了做置管。下午5点，10床患者病
情恶化。黄霞再次赶入病房实施抢救……

“身体扛不住了。”抢救结束后，黄霞因
缺氧致急性脑水肿突然晕厥。黄霞已持续
战斗20多天，医院强制她休息一周。但23
日，黄霞又出现在了重症肺炎应急病区。

“大家都在忙，哪坐得住？”
这些，黄霞都没敢告诉父母。2月28

日，重庆50处地标建筑闪耀着10名“火线
上的生命守护者”的光影故事，黄霞就是
其中之一。黄志朝与老伴看到女儿的故
事，落泪了。老人称，他们为女儿感到骄
傲，希望她平安归来。

失 踪 的 女 儿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重症肺炎应急病区主管医生黄霞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重庆日报记者3月3日从市商
务委获悉，截至3月1日，重庆
市16个区县、单位共计向湖北
省捐赠蔬菜、粮油和水果等生
活物资1242.5吨。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市商务委搭建了疫情期
间蔬菜水果市场保供专班，负
责重庆对口支援湖北省蔬菜
水果等物质组织保障工作。
同时，还印发了《重庆市支援
武汉和孝感重要生活必需品应
急调运工作方案》和《重庆市捐
赠武汉和孝感蔬果接收调运暂
行办法》。

近日，商务部完善九省联
保联供机制后，重庆又与山东、
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

云南、湖北八个省区商务主管
部门建立了联保联供协作机
制。同时，还与广西、海南、四
川、贵州、云南五省商务主管部
门签订了《六省（区、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市场供应
合作框架协议》，力争通过联保
联供工作，共同做好六省（区）
新冠疫情期间蔬菜水果等市场
供应工作，确保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

截至3月1日，重庆市16
个区县、单位共计向湖北省捐
赠生活物资1242.5吨。其中，
蔬菜粮油 907.3 吨、水果 305
吨、食用油23吨、猪肉4.2吨、
苕粉 3吨。另捐赠碗碗羊肉
1000 包、豆干 1000 包、鸡蛋
72000个。

重庆共向湖北捐赠生活物资1242.5吨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3 月 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卫生健康委获悉，重庆又有21
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目前，
全市共有490名新冠肺炎患者
治愈出院。

在21例治愈患者中，万州
区5例、涪陵区1例、江北区2
例、九龙坡区 1 例、南岸区 1
例、合川区1例、綦江区1例、

大足区1例、铜梁区1例、垫江
县2例、忠县1例、云阳县1例、
奉节县1例、巫山县1例、石柱
县1例。

以上21名患者，经定点医
院和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
理，专家组评估，认为符合国家
卫生健康委最新的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已全部出院。

全市已有490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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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 一线一线
区县行动区县行动··黔江黔江

黔江结合战“疫”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用好用活全民战‘疫’这本生动
教材，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既是弘扬浩然正气使然，更是
助力战‘疫’胜利的应有之义。”这是黔
江区逐步形成的共识。

黔江抓住全民战“疫”和全域战
“疫”契机，深入开展“祖国在心中”爱
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营造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的浓厚氛围，陆续开展了战

“疫”在一线新闻宣传、战“疫”有信心
系列评论、战“疫”铸党性实践行动、战

“疫”文艺颂特色创作、战“疫”看师生
主题活动、战“疫”志愿行服务活动等
系列活动，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市委
市政府部署落地落实，全力保障疫情
防控、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有力
有序推进。

旗帜飘扬，扬起“为民之举”

“黔江人，听我说，新冠病毒没甩
脱；新阶段，莫侥幸，疫情形势仍严峻；
战疫情，要继续，防控生产两不误；要
复工，要复产，经济发展不能缓……”
这是黔江区城西街道大庄社区党委书
记刘成忠用方言创作的疫情防控警示
宣传“四言八句”。

大庄社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人口多、社情复杂。疫情发生以来，
刘成忠带领大庄社区党员干部积极
做好宣传、排查等各项工作，带领群
众爱国、爱家、爱自己，团结一心战疫
情。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第一线高高
飘扬”，这既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提出要求，是信任和嘱托，也是
强有力的战斗动员令。在这场看不见
硝烟的战斗中，义无反顾、带头冲锋的
黔江共产党员们还有不少。

该区人武部发动民兵组成民兵党
员突击队，在了解到当前正值栽植茶苗
的关键时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蓬
东乡尖山村的上千亩茶叶基地面临着
用工难题的第一时间，他们就到了现
场，72万株茶苗在一周以内完成栽植,
确保了苗木生长发育不受到影响……

在防“疫”一线光荣入党的新党员
田小龙、护士蔡森，坚持战斗在新冠肺
炎集中救治病区，在黔江中心医院新
冠肺炎防治的主阵地火线入党……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党员
有责任也有义务冲锋在任务最艰巨的
地方。”蓬东乡民兵王学说，作为党员，
应该时刻把贫困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
心上、抓在手上。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让党员冲在第一线。截至目前，黔
江区“党员亮身份、战‘疫’作表率”活
动，共组织70余支“战‘疫’突击队”，
奔赴防控一线开展隔离救治、宣传引

导、供给保障等工作，累计参与党员
5.3万人次。

一面面鲜艳的党旗，一份份勇敢
的担当，解难帮困在基层，也奉献在人
民群众心里。

一线英雄，雄壮“战疫之风”

“灯光如昼，火树银花，本是良辰
佳期。君在鄂，我在渝，些儿好语意难
忘，无奈隔屏诉情思。夙兴夜寐，夜以
继日，正值全民抗疫……

这是前段时间黔江区公安局白土
派出所民警庞庆林发布在朋友圈的内
容，配图是他和妻子甜蜜的婚纱照。

疫情来袭，为保障更多人的健康和安
全，原定于2月9日的婚礼取消了，虽
推迟婚礼，但庞庆林和湖北籍妻子黄
霞都毫无怨言：“抗击疫情更重要！健
康安全更重要！”庞庆林第一时间回到
工作岗位上，并且一直坚守在防疫一
线。

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而是有
人为你负重前行。在这场战役中，榜
样的力量生动诠释着战“疫”爱国主义
精神。在黔江，除了庞庆林，还有守护
生命通道的医生周祖莲、居家隔离的

“外卖哥”田发权、“隔窗守望”的医生
李泽贵、童霞夫妇、“四个馒头作年夜
饭”的民警王照宇、“捐6000斤青菜

头”的农民龚明华等“战‘疫’在一线”
的典型100余名。

典型的带动，汇聚了黔江的战
“疫”力量。文艺工作者创作歌曲《天
使》、快板《待那春暖花开》、诗歌《众志
成城战瘟神》等文艺作品400余件；传
播《幺妹劝你莫忙来》《春风里》等歌曲
200W+；制作战"疫"音频、视频和生
产发展音频、视频，开展流动宣传、广
播宣传、户外 LED屏宣传 120 余万
次；推出《众志成城战疫魔》《坚决有力
举措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等系列评
论数十篇……

一个个战“疫”英雄，一款款战
“疫”宣传品，带动了战“疫”深入，也温
暖在人民群众心里。

同频共振，振奋“家国之情”

2月22日，黔江区红十字会出现了
感人的一幕，5岁小男孩陈俊峰在妈妈
的陪同下，将自己的1035元压岁钱亲
手交到了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手中。

“1035元钱对于孩子来说可以买
到许多书籍和文具，也可以买到不少
玩具或零食，而陈俊峰却让这1035元
钱实现了更大的价值。在他身上，我
们看到的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精
神，是大疫面前每个人都是战士的行
动力。”收到爱心捐款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感动不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而忘

家，公而忘私”、“位卑未敢忘忧国”，句
句如洪钟，激荡爱国心、唤醒爱国情、
实践爱国行。在黔江，爱国主义教育
这堂大课正让每个黔江人履行着义不
容辞的义务，把战“疫”作为发扬和实
践爱国主义的主阵地。

在黔江深化拓展的“小手拉大手”
“停课不停学”等专项行动中，11万名
学生小手拉大手齐心“战疫”；中小学
师生及学生家长围绕“爱我、爱家、爱
国”主题，创作“战疫”表情包及其它形
式的学习教育作品，引导教师在“战
疫”中强责，学生在“战疫”中明理，家
长在“战疫”中自律。据了解，目前已
发动中小学生制作战“疫”表情包、视
频1000余个，制作手抄报等5600余
件，创作童谣、儿歌300余首。

在战‘疫’志愿行服务等活动中，
“志愿于心，服务于行”成为共识，该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招组织各类志
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深入各界各线
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基层工作服务、防
疫物资筹集、市场保供支持、“战疫”心
理辅导等志愿实践。截至目前，已组
织多个志愿团队参与防疫宣传、关卡
值守、心理咨询、移动理发、免费送餐
等志愿服务活动1.2万余次……

一次次微小捐赠，一场场公益服
务，微中见实，小中见亮，家国情怀共
振在人民群众心里。

刘茂娇 龙搏
图片由黔江区委宣传部提供

民兵党员突击队助力春耕春管工作

□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记者 李星婷

“李廷、郭庆、张亚……他们给我洗脸、
梳头、打针。”2月27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第15楼的病人李女士，照例把当天进病房
的重庆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
名单，写在纸上，并写下对医护人员所做的
事和感谢的话。

这是李女士每天都会记录的“纪实日
记”。这支医疗队于2月4日进驻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20多天的工作，医疗队赢得病
人的一致赞誉。其中，来自重医附二院的
护理组组长罗晓庆，被称为团队里的“定心
丸”。

目前，医疗队140余名成员各司其职，
工作有条不紊，但最开始可不是这样。

罗晓庆随医疗队2月2日到达武汉，4
日下午便接到命令进医院。“当晚，医疗队
就接收了7个重病人。

“第一天上班心情很沉重。病人大多
从方舱医院转来，病情比较重。”罗晓庆说，
病人的表情很绝望，医护人员心理压力也
很大。

护士团队很年轻。第一周罗晓庆每天

都会接到很多电话。询问工作环境、工作
流程，担心自己的防护没做好等等，她成了

“热线接线员”。
“护士长，我配药时候手被刺伤了！”一

次，深夜3点，罗晓庆接到一名护士带哭腔
的电话。“接触病人没有？我们马上请专家
评估感染风险。不要太紧张！”罗晓庆安慰
道。

一周后，随着工作流程的理顺，一些病
人的病情经治疗后得到缓解，团队的心也
渐渐稳定下来，大家都笑称罗晓庆是“定海
神针”！

这段时间，医疗队收到很多病人的感
谢信。但最开始，不少病人不愿意说话，有
的连饭都不想吃。有位70多岁的老爷爷，
2月初入院，儿子远在加拿大。老人双腿伴
有病患。检测结果表明，老人有高血压、脑
梗塞，吃饭、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罗晓庆带
领护士为左侧偏瘫的老人做“被动训练”。

这可是个体力活。在病区，捂着不透气的
防护服，就像蒸桑拿一样，即使什么都不
做，汗水都直往下滴。

“这些物理治疗有助于促进患者肺泡
复张，是很必要的治疗手段。”罗晓庆说，现
在老人的情况一天天好转，大家特别有成
就感。

同事对罗晓庆的评价是“很讲义气”。
有15年工作经验的罗晓庆在ICU工作了
10年。面对困难时，她总是冲在最前面。

医疗队进入医院的第一个晚上，“里
边需要东西，得随时找到送进去。”罗晓庆
从头天下午6点，一直守到第二天下午才
走。

坚强的罗晓庆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
但到武汉来，她哭过好几次。“你看我们的
护士团队，那么漂亮的姑娘，一来就把头发
剃了。”罗晓庆说。还有的医生护士家里孩
子很小，“他们很想念家人，我只能劝他们

多打打电话。”
前两天，罗晓庆摸了底，100余名护士

已经工作3周了。她告诉大家，有撑不住
的第一时间要报告，要马上休息。“疫情不
散，我们绝对不退！”年轻的护士们纷纷这
样回应。

她是医疗队里的“定海神针”
——重庆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护理组组长罗晓庆二三事

重报集团报道组武汉电
（记者 李星婷）3月4日，在重
庆市第十二、十四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后湖院区，首批8名患者出院。

“感谢重庆医疗队，我特别
激动！”当天，在武汉市中心医
院后湖院区第十四病区，即将
出院的患者刘丽（化名）激动地
留下热泪。

重庆市第十二、十四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共318名成员，
两批队员整合为一个队，于2
月26日进驻武汉市中心医院
第十四、十五病区和ICU病区
工作。刘丽是医疗队接管病区
后首批出院的患者之一。“他们
很细心，鼓励我们说一定会好
起来，会一直跟我们一起战
斗。”刘丽说，自己和病友受到
鼓舞，都越来越有信心。

在电话里，刘丽还告诉记
者，前天有位病友想喝鸡汤，医
护人员专门请志愿者买了鸡汤
送来：“那位病人此前被下了病
危通知书，她以为自己都挺不
过来了。但这段时间她情况越

来越好，还能下床走路了。”
另一位出院的患者陈敏

（化名），此前心情不太好。医
护人员专门在抖音上学习了
《在路上》舞蹈，带她一起跳。
“一群人，一条路，一直坚持走
下去……”医护人员带领陈敏
将双臂环抱、将双手紧握成拳
头地舞蹈。“我感受到希望和力
量，对抗击病魔也有信心了。”
当天，陈敏也高兴地出院了。

除了心理疏导和关爱外，中
医配合治疗也是这支医疗队的
特色。李小燕是綦江区中医院
呼吸科医生。“队里有好几名中
医。我们医院此前也用中药治
疗肺病，疗效不错。”李小燕说，
国家为不同程度的新冠肺炎患
者提供了标准化治疗的综合
包，包括抗病毒、口服药、中药
等治疗方案，“但每个人有个体
差异，中医讲究对症下药，因此
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对基础
配方进行调整。比如有的患者
内心焦虑，要用疏肝解郁、安神
的药物；有的脾胃失调，就要用
健脾消食的中药，因人而异。”

重庆市第十二、十四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患者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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