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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战“疫”必胜
本报记者 李 贞 叶 子

疫情阻击战 中国能打赢③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亲
自部署下，全国上下迅速打响了一场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华儿女
众志成城、团结奋战，坚强自信、守
望相助，涌现出许多令人感动的故
事，也凝聚起疫情防控的强大力量。
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
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爱心接力
一呼百应

1千、1万、10万、100万……看
着募捐金额一直上涨，喻杉没有想
到，大家的爱心像潮水一样涌来。

喻杉是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的执
行会长。1月23日，为支援母校，武
大北京校友会决定捐赠防护服并发动
校友捐款，当晚9时多，北京校友会
已先用垫付的方式买下了 1000 套防
护服。没想到，募款信息发出后，仅
用了一个小时，50 万元的目标就已
经达到。39 个小时后，捐款达到了
武大北京校友会成员谁都不敢想的数
字——1600万元。

查阅后台数据发现，捐款者早已
超过了武大校友的范围。一位名叫雅
君的捐款者留言，“不是武大校友，
但是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捐助渠道，并
选择信任，已捐款。希望物资能顺利
到武汉医护人员手上。”

有了钱，不一定能买到救护物
资。从1月24日开始，武大北京校友
会着手组建起核心团队，4天内组建
完成近百人的团队。大家专业背景不
同，但一起高效地完成了物资鉴别、语
言翻译以及支付、物流等繁杂流程。

“武大北京校友会高效、专业、
透明的工作，不仅得到了校友们的极
大支持，还赢得了北京校友之外的个
人和社会组织的信任。”喻杉说，不
断有公益组织找到武大北京校友会，
希望帮忙对接物流渠道等。

武大北京校友会的“战疫募捐”
工作还在继续，截至2月16日，募捐
金额已超过 2400 万元，总捐款笔数
超过 13 万笔，采购医疗物资超过
1800 万元，物资在校友企业宅急送
的无偿支持下，定点送至武汉及周边
湖北城市。

“从50万元到2400万元，这场爱
的接力也是民间的力量。”喻杉说。

的确，民间力量、点滴善举，都
能汇聚成光。

“麻烦停车，检查一下体温。”
“阿姨，这边来看看出入证。”……

在四川南充顺庆区北城街道长征
路社区一小区门口，一位戴眼镜、手
拿体温枪的小伙正在协助社区工作人
员开展防疫工作。他叫佘金燚，是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主
动请缨加入到北城街道疫情防控的队
伍中。

一个红袖套，一把体温枪，两份
登记表，是佘金燚的行装，早上8时
到晚上6时，有时甚至深夜，在北城
街道的大街小巷，佘金燚协助社区工
作人员做好入户调查、宣传资料发放
等工作。

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的志愿团体
都行动起来。武汉人朱磊就是志愿者
组织“华人众筹项目”一员，负责武
汉本地的医疗物资运送。“我们本地
运输组大概有七八十人，涵盖各个行
业，有做商业地产的、做广告的、做
健身的，甚至还有民航飞行员。”朱
磊说。

在上海，自1月28日至2月16日
中午 12 时，上海共招募“疫情防控
志愿者”115096 人，人均上岗时长
达 17.66 小时。广大志愿者的爱心付
出，让民众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也增
强了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信心。

身在海外
情系桑梓

爱心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汇
聚，也牵动了在海外的中华儿女。

2 月 2 日一早，一批从日本名古
屋辗转寄来的口罩，送到了黄冈南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周院长手
上。筹措并捐赠了这批口罩的是日本
名古屋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安琪
和她的同学们。

安琪是湖北人，今年她头一次没
能回家过年。学校里同样没回家的中
国留学生不少，大家聚在一起到不觉
得孤单，只是隔着屏幕从网上查看国

内疫情的情况，每个人心里都越来越
焦虑，“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安琪找
到关系要好的4个中国同学，决定组
织一次小型的物资募捐。“我们想除
武汉外，湖北的其他城市能收到的物
资相对较少，于是对接了黄冈的这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也确实急需
支援。”

1月25日下午，安琪在自己的朋
友圈公布了募捐信息。与此同时，几
个小伙伴开始先自己垫钱，四处分头
去当地的药妆店“扫货”买口罩，一
箱箱地搬回学校。捐赠的微信群里，
开始是几十人，后来增到100多人。

安琪最初设想的筹款目标是 1.5
万元，结果当晚就收到了 1.9万元捐
款。到 26日晚，捐款已经超过了 4.8
万元。

物资买够了，怎么安全运送回
国？安琪联系到了菜鸟网络公司开通
的国际捐赠物资免费运输绿色通道。

“后续我们在手机上就能查看到整个
物流过程，1月29日口罩被送到了大
阪的仓库，30 日就飞到了北京，都
是免费的。”安琪说。

顺丰物流公司也加入到这场接力
中来。“湖北有交通管制，车辆需要
通行证。为了让物资尽快送到，我们
紧急联系顺丰快递，从北京直接送到
黄冈。”菜鸟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就这样，2万多个口罩飞越两千
多公里，完成了一趟爱的传递。采访
中，安琪不断说，“我们能捐的、能
帮的实在有限”，但正是这样一个个

“有限”汇集成了无穷的力量。
与安琪和同学们的“扫货”类

似，中铁建工加纳有限公司的刘昭和
鲁艳华，虽然身在海外，也加入到防
疫物资的采购中。

“您店里是否有 N95 口罩？我们
国家现在急需！”“您知道这种口罩在

哪可以买到吗？”刘昭和鲁艳华花 4
天时间走遍了加纳阿克拉和特马的大
部分医院、近 50 家药店，终于筹到
一批口罩等防疫物资，又赶紧将零散
的防疫物资清点登记、整理分类、打
包装箱，确保每一件不遗漏地贴条验
收以备及时运回国内。

现在泰国的闽籍侨胞李灵海同样
每天关注国内疫情动态。当看到中国
各地反映紧缺医疗口罩后，他立马发
动所在公司的业务员在泰国各地采购
物资，目前已有一批医用口罩、医用
手套和防护服等捐赠到福建、湖南、
湖北、云南等地。“身为中国人，只
要祖国有需要，我将义不容辞为自己
的祖国和家乡做点事！”李灵海说。

兄弟省份
对口支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只是
一句口号，更是一份融入中国人血液
的信念。

全国各省区市的物资、医疗队一
批接一批落地湖北。截至 2月 14日，
各地共派出了217支医疗队，25633名
医疗队员支援湖北。一个个数字背
后，是一段段“逆行者”们的动人故事。

2 月 7 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援助队在武汉天
河机场相遇。空旷的机场大厅里，一
红一蓝的两支队伍擦身而过，大家隔
空高呼起“加油”。他们此前从未相
识，却在此刻为了同一个目标聚首异
乡，并肩作战。

58 岁的王俊平是山西首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17
年前他冲在了抗击非典的一线，17
年后，他再一次来到抗击疫情的战

场，在湖北仙桃救治病患。为防止交
叉感染，王俊平和同事们支援的仙桃
市中医院已全部腾空，被专门用于收
治发热病人，并进行疑似病例的筛
查，工作量极大。因为全身穿着防护
服，不方便上厕所，王俊平几乎一整
天都不喝水，但他却时常劝患者“多
喝水，病好得快”。下了夜班后，他
还自掏腰包给患者购买暖水瓶，保障
他们随时有热水喝。

宋文玉是山东威海市中心医院首
批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支援工作任
务量大，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不分白天
黑夜地忙碌，常让宋文玉累得双腿发
抖。想家的时候，她会蹲在地上歇一
下，跟丈夫视频连线，匆匆报个平
安，也“扫”一眼儿子，“不敢跟孩
子 视 频 ， 不 然 一 家 人 都 得 以 泪 洗
面”。一天，一位阿姨含着泪跟她
说：“姑娘啊，谢谢你们大老远过来
帮助我们，山东人真好啊！”宋文玉
心里暖极了，觉得浑身又充满了力
量。她回答阿姨说：“不用客气，咱
们都是中国人。”

为了更好地与病患交流沟通，有
的医疗队编写了 《武汉方言实用手
册》。近日，教育部也组织了有关专
家学者和人员成立了 40 余人的“战
疫语言服务团”，以帮助外地支援湖
北医疗队解决医患沟通方言障碍问
题。“战疫语言服务团”根据语料库
统计和医用场景调研，遴选了156个
词和 75 个短句，完成了武汉、襄
阳、宜昌、黄石、荆州、鄂州、孝
感、黄冈、咸宁九市的方言和普通话
对齐音频，制作发布了《抗击疫情湖
北方言通》的微信版、网络版，不少
人受益。

为了让自家出门在外的医护人员
能吃上一口熟悉的家乡饭，各地后援
团也是绞尽脑汁。山东德州一馒头加

工企业捐赠了 10 万个大馒头运往湖
北黄冈，送给山东医护人员；陕西第
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后勤保障组，
为队里的 121 人做了一顿陕西油泼
面；内蒙古第六批医疗队驰援湖北
前，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为每人准备
了 2 斤牛肉干、1 袋奶茶粉及部分奶
食品……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湖北胜则
全国胜。“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从
医疗队驰援，到防护用具、生活物资
调拨，全国各地支援湖北，不计回
报，倾囊相助，只因我们血脉相连，
只为我们共同胜利的目标。

坚定信心
再接再厉

说起武汉方舱医院，有一些人令
我们印象深刻。

那是在江汉方舱医院，众声喧哗
中，一个年轻人戴着口罩，正躺在床
上安静地看书。这位年轻人姓付，从
武大博士毕业后去美国深造，目前是
博士后，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书。
今年春节回武汉探望父母的付先生和
家人都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他却没
有失去信心。他说：“我相信，只要
配合治疗，一定会好起来。”

除了“读书哥”，方舱医院还有
“考研哥”、高考生。在武汉体育中心
方舱医院，有一名大三学生，边治疗
边学习考研英语，表示想要考上武汉
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得到了网友的
祝福和鼓励。在武汉客厅的方舱医
院，一名高三学生在课桌前做数学作
业，每天六门课安排得满满当当，有
留言称他为“学霸”。

与此同时，武汉方舱医院里，医

护人员和病患一起跳广场舞、打太
极、做广播体操、开读书会等的视频
相继在网络上传播，一改大家对于医
院里悲观消极、愁云惨雾的想象。一
位何阿姨说，“现在大家都不容易，
尤其是医护人员，自己一定要配合，
放松心态才能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读书、学习、运动……他们的行
动不仅舒缓了自己的情绪，也给了全
国人民信心。近期的报道中，越来越
多的好消息传来。

2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
武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
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透露，重
症和危重症患者诊疗的效果已经显
现，以武汉市最早的重症定点两家
医院为例，金银潭医院和武汉肺科
医院现在患者出院率已经达到 30%
到39%，这个数字给我们带来极大的
信心。

同样是2月15日，武汉客厅方舱
医院首批 17 名患者出院。这批出院
患者是 2 月 7 日至 9 日入院的，其中
年龄最大的 63 岁，最小的 28 岁。经
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体温恢复正
常，肺部影像学好转，连续两次核
酸 检 测 均 为 阴 性 ， 经 过 专 家 组 会
诊，按照诊疗方案符合出院标准，
准予出院。

而2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显示，截至2月
16 日 24 时，除湖北省外，全国其他
省份新增确诊病例数从 2 月 3 日的
890 例下降至 2 月 16 日的 115 例，连
续十三天下降。

疫情无情，人有情。疫情形势的
积极变化鼓舞人心，只要全国上下再
接再厉、英勇斗争，毫不放松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
力、有把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2 月 11 日，武汉武昌方
舱医院首批患者出院。图为一
名康复患者准备回家。

张武军摄 （人民视觉）

◀山东东营市东营高新区东营
红星劳保职工加班加点生产口罩 4
万多个，3万多个已捐往武汉。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河南郑州红十字蓝天应急救援队是
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伍，这支队伍
一直奋战在防控防疫的前线。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2月 9日，浙江温州龙湾国际机
场工作人员装卸一批来自巴西圣保罗
的防疫物资。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2月17日，在出发援助湖北
前，内蒙古扎兰屯市中蒙医院 10
名护士互相加油鼓劲。

张 枨 韩 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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