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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阳光从云彩的缝隙射下，继
而渐渐扩大，不大一会，阳光普照了
星城长沙。芙蓉路，是这座城市南北
贯通的主干道，也是最繁忙的主干
道。但此时，它门可罗雀，平静地守
候着这座城市的宁静。坐落在芙蓉中
路西侧的湘雅医院，显得更加宁静，
像是在沉思，也似在浅睡。

走进这个大院，这里的宁静不同
寻常。

行人稀少，车流零落，原来匆忙
奔走在大院每个角落的白衣天使们少
有了踪影。但“湘雅”，这个被中国甚
至世界亲切叫了百年之久的医院，更
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她穿着红白
相间的外衣，头顶着天空的云彩，脚深
深扎入湖湘大地，就这样宁静地屹立
着，不论风和日丽，还是刮风下雨。

但当我走进办公区时，我被眼前
的景象惊呆了。大家都在忙碌，统计
上报、接听关于疫情的咨询电话、联
系相关部门协调工作等等。看上去似
乎一片沸腾景象，但这还只是表象，真
正的沸腾在发热门诊，在重症病房，
在湖北抗疫一线；沸腾不在外表，而
在内心，在骨子里，在血液中。

我来到眼科医生李凤云的办公
室，跟我想象的一样，此时来看病的
比往常少得多。如果不是穿着白大
褂，李医生就像是邻家大姐。特殊时
期，大家都没有握手，李医生主动坐
到了下风口，且保持一定的距离。

李凤云医生便是湘雅医院感染控
制中心主任吴安华的妻子。早在1月
21 日，腊月二十七，吴安华就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挺身而出，毅然奔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战场——武汉。

吴安华今年 58 岁，不仅是湘雅
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主任、中华预防医
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主委，也是此
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卫建委专家
组成员。长期从事感染性疾病与医院
感染的防治，在感染性疾病尤其是医
院感染的临床诊治方面具有丰富临床
经验的吴安华，平常为人处世非常低
调，但一旦遇到危难险重的任务总会
冲到最前面。1998 年参加湖南抗洪

抢 险 医 疗 队 ， 2003 年 参 与 过 救 治
SARS病人，2008年参加卫生部汶川
地震医疗队……

21 日早晨他还与同事们一起在
查房，接到命令后，他没有丝毫犹
豫，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回家收拾
行李准备出发。其实他就住在湘雅医
院内的住宿楼，完全有时间吃了中饭
再走，但他知道疫情重大，容不得半
点耽误。于是，他就饿着肚子去了车
站，只身一人毅然北上入鄂，以湖南
首位前往武汉支援的专家身份，指导
救治和防疫工作。

到武汉后，他不敢停歇，他知
道，疫情不断蔓延，病人等不起。他
马不停蹄地开讨论会，与其他专家一
起商讨制定医疗机构内预防与控制技
术指南；往返武汉各地，前往当地医
院隔离重症监护病房、隔离病房和发
热门诊指导感染防控工作和医生个人
防护工作。

此后，随着疫情发展，包括湖北
在内，全国多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已提前奔赴武汉的
吴安华，其行为被众多网友赞为“最
勇敢逆行”，其在武汉的一举一动，
更是牵动了无数朋友的心。

面对来自多方的牵挂，他在朋友
圈里写道：不辱使命，众志成城，救死
扶伤，保护医务人员，保护病人是我们
的天职，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为战斗
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建起一道安全的防
护墙。”这是吴安华的朴素心愿，为
了这一心愿能得以实现，他已经完成
了对上百支医疗队、数千人的岗前培
训。他还在继续开展岗前培训，内容
包括诊疗方案、感染防控、个人防护
等。他仍将坚守武汉，他说，“一生
所学，报效国家，是医生的责任”。

我在正月初三急就而成的报告文
学中写过吴安华，写完作品后,对于
吴安华夫妇，我由原来的好奇转化为
敬佩。我想更进一步走进吴安华的内
心世界。“李医生，能不能再说说您
丈夫。”但李凤云感觉挺为难，她
说，真的非常平凡，没什么可说的。

李凤云说，她和她家老吴都算得
上是老湘雅人，老吴 1985 年就到了
湘雅，她晚几年来。老吴个子不高，
才一米六四，还有点胖。身体不太
好，2009 年得过心梗，心脏里还放
着支架。但这些，他都不在乎，也不
影响他对医学事业的热爱，他一心扑
在感染控制专业上。

腊月二十七那天上午，老吴也在
电话里跟李凤云说了，可能马上要去
武汉。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老吴会走
得那么急。走的时候，中饭都没吃，头
上有些零乱，甚至衣衫不整，包里更是
乱成一团。任务太紧急了，他实在是
来不及。实际上他挂了电话后，就拿
着旅行包，装上几件换洗的秋衣秋裤，
匆忙赶往高铁站了。老吴已经上了高
铁，李凤云还是从朋友圈里知道的。

到了武汉，老吴知道事情并不是
那么简单，才委托他一个从南京过来
支援的同学，买了换洗的外套。更让
李凤云和老吴没想到的是，原本以为
待几天就会回，没想到一去就将近个
把月了。他在武汉主要负责培训感染
控制方面的医务人员，因为太忙，不方
便接听电话，每天只能是他抽时间给
李凤云打个电话，或视频聊天一下。

我问李凤云，老吴去了武汉，担
心不？伤不伤心？她说，肯定有担
心，因为我是医生，但不至于伤心，
因为我也是湘雅人。面对危难，湘雅
人都会这样做。

医院宣传部的严丽说，紧随吴安

华主任身后，有数百名湘雅人去了湖
北抗疫一线。1月 27日一早，由 5名
临床经验丰富的骨干专家组成的国家
医疗队，奔赴湖北疫区；2 月 1 日下
午，院长雷光华带领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2名ICU护士长组成专家管理
团队出征武汉，用湘雅经验指导当地
抗疫；2 月 7 日下午，医院第三批支援
湖北国家医疗队 130 人出征武汉，接
管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重症病房……
湖北是一线，湖南也是一线。留在湖
南，直面病毒，也是“最美逆行者”。

严丽告诉我，对于百年湘雅来说，
这只是一个局部，一个片断。一百多
年来，一代一代湘雅人，前赴后继，秉
承“仁术为民”的精神，谱写着一曲曲
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乐章。在抗日战争
中，湘雅医院组成了医疗队，奔赴河
北抗日战争前线；为保留“火种”，他们
带上共约 400 箱、重约 40 吨的各种仪
器、标本、图书及办公要件，西迁贵阳，
数名湘雅师生为此在大轰炸中牺牲；
为坚定信念，他们在战火中写就院训
与院歌；他们曾组织医疗队，赴衡阳扑
灭霍乱，坚守百天之久；他们曾组织医
疗队，赴洞庭湖防治血吸虫病……

他们的热血，始终奔腾在爱国情
愫、民族情感的历史大潮之中。

还有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还
有“南湘雅、北协和、东齐鲁、西华西”
中的协和、齐鲁、华西，还有……

他们的爱在流淌，我们生的希望
在升腾！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是这个时期最可爱的人。鲁迅文学
奖获奖作家纪红建在 《宁静与沸腾》 中饱含深情书写了湘雅医院奔
赴武汉一线以及留在湖南的白衣战士，一代一代湘雅人，前赴后
继，秉承“仁术为民”的精神，谱写着一曲曲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乐
章。作家郭文斌的诗致敬同样是白衣战士的钟南山。帅瑜的 《芳
华 ， 在 抗 疫 病 房 里 绽 放》 讲 述 了 一 位 护 士 长 的 抗 疫 故 事 。

——编者

那一天
你们勇敢的前往。
坚毅的表达
你们的背影温暖着万户，
滋润着千家。
那一天
多少个揪着的心，为你送行
目送，一个个背影
去温暖远方
我知道这远方的意义
知道那万户千家的渴盼
知道你这一去，是去用血肉

构筑铜墙
当疫情飞来，席卷大地
眼里的热泪，真情书写坚定
刚强与信念，也是山岳永远

不倒的脊梁
当祖国需要
战袍即是身上的大褂白衣
当人民需要
使命的理念，燃起勇敢的火把
告别恋人，将婚期推后
推开嗷嗷待哺的娃
泪，成了送行的鲜花

告别老母，毅然阔步离去
守护大家，守护
那万千慌恐中待援的小家
疼，是用割心的痛温暖世界
也作蜡烛的泪，光耀华夏
心系家国，心系苍生
心，永远与家国融熔在一起
这点痛，只不过是战场上小

小的伤疤
心铸的暖炉
定能暖开冬夜的晨阳
爱心的暖
也会催开漫野的春花
为了胜利
少女，剃去满头的青丝
为了胜利
隔离衣的熔炉
正在熔铸理想高高的铁塔
道道压痕，成万民敬仰的面容
熬红了的眼睛
亮过漫天星辰与朝霞
默默地，看着你坚毅的背影
热泪似雨
前方，没有跨不过的高崖

终南山

当然是血肉之躯
但我却从您的目光里
看到了钢和铁
让他再睡一会儿
让他再睡一会儿
这个请求让中国疼痛
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
带头，和新冠病毒较量
终南山，中国的英雄山
我不祈愿您福如东海
只祈愿您寿比南山
从非典，到冠状
十七个年头
您脸上的皱纹多了
但目光未老
因为您的心常青

一位出租车司机

去做志愿者
打的，才发现滴滴停运
公交车也停运
只好在路边等待
不想就在我万分着急时
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
上车，我说，不是都停了

吗，你怎么还出车
他说，不是要求别走动吗，

你怎么还出行

一位营业员

跑遍几个商场，都买不到菜了
不想小区门口的商店还有
就扫荡般地装货
心想，她要一千元，也付
谁想对方才收一百元
有些吃惊地看了一眼营业员
说，怎么没涨价
她说，靠这几天，致不了富

一位清洁工

最近，总是喜欢站在阳台上，
向楼下看

这个平时无比热闹的城市
有一种让人恍惚的冷寂
这时，一位清洁工进入我视线
一把扫帚，从路东扫过来，

一直扫到西头
然后，又从西头，扫到东头
接着，坐在条凳上，打开

包，拿出水杯，喝水
太阳落在他的身上，有一种

难言的安详
我心里，就渐渐被感动充满
搬到这个小区已经六年了
也许，他天天都在这里
我怎么就没注意呢

这种花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山丹丹花，花朵红艳艳的，花瓣也很
招人喜爱。

山丹丹花是家乡陕北吴起山上特
有的野生植物。山大沟深的陕北大
地，山丹丹花不是到处都会生长。我
记得家乡山上，独有一处背山洼地
里，几乎年年可以看到。山丹丹花习
惯于生长在背山，阳山非常鲜见。

山丹丹花什么时候野生于陕北，
我没做过调查，但因为一首歌，让山丹
丹花一夜之间变得更加姹紫嫣红，令
人向往。那是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便在全国流传开
一首具有陕北民歌风格的革命歌曲，
歌名叫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歌调
婉转激昂，这首歌唱红了神州大地。

在我眼中，山丹丹花是革命圣地
延安最绚丽、最具代表性的红色花
朵；在我心里，山丹丹花象征着希望
之花、胜利之花和英雄之花。

红格艳艳的山丹丹花和红格蛋蛋
的太阳照耀着陕北大地，给人以奋进
向上的自信和力量，见证这片红色热
土从穷变富、由黄变绿的喜人变化。
小时候我在山上碰到这花后，十分惊
喜，连忙把含苞待放的山丹丹株苗连
根带土挖出来，小心翼翼地带回家栽
植、浇水，遗憾的是成活率极低。

野生的山丹丹花实现家养化，是
热爱山丹丹花人的美好愿望。早些
年，听说延安市周边有人专门大面积
种植山丹丹花，获得成功和效益。可
是多年以来，我从没在家乡之外，看到

过山丹丹花。如今，陕北人民响应政
府号召，用勤劳的双手绿化荒山荒坡，
山上各种林草渐渐丰茂起来，山丹丹
花的笑容更加灿烂，焕发着勃勃生机。

最近几年，对山丹丹花有着特殊
情感的堂哥，从告别家乡参军报国，
到退伍回乡转干当了公务员，深切感
受到了山丹丹花蕴藏的时代价值和乡
愁意义。移花培根，耐心抚养，他在自
家院子种活了多株山丹丹花，而且山
丹丹花已深根藏沃土，年年春来自然
生，夏季花开满眼红似火，给这个农
家院落增添了不少色彩。

前年秋季回到老家，山丹丹花期
已过。我从堂哥家获得一朵结满花籽
的花苞，想带回远离家乡的西安，种
植于花盆里，期望它为室内各种绿景

增添一抹亮丽红色。没料把花籽拿回
来放在书桌上，遗忘多日，花苞干涸
而紧闭其口。最近宅家防疫才又发
现，于是精心将每一粒花籽倒出来，
安排进不同花盆，又细心地浇了从西
安黑河水库流淌而来的秦岭水，希望
时疫过后，山丹丹花能顺着春天的脚
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

往花盆里种完山丹丹花籽，许下
美好心愿，我打开电视，一幕幕热播
的防疫情、战疫情又进入眼帘。我坚
信，今年山丹丹花开之日，一定是新
冠肺炎疫情退去、战“疫”一线英雄
凯旋之时。到那时，红艳艳的山丹丹
花会像当年陕北人民迎接中央红军长
征胜利一样，喜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胜利归来。

家，在县城西头，病房，在县城
东头。从医院回家，要是在往日平
时，莫芳只需要十几分钟。

然而，自 1 月 21 日始，莫芳率
先进入隔离病区，投入新冠肺炎病人
的救治工作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了。

莫芳，是湖北谷城县医院感染科
的一名护士长。在此之前，虽然在感
染科上班，但她从未听说什么“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种传染病。现
在，病毒袭来，“疫魔”与她不期而遇。

作为治病救人的主体单位，谷城
县医院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责
无旁贷。1 月 18 日，农历腊月二十
四。谷城县医院正式投入到这场战

“疫”，发热门诊接诊的发热病人，逐
渐增多，疑似病人出现。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如同战场。
作为感染科的护士长，莫芳第一个在

“请战书”上，慎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感染病区在主任朱吉生、护士长

莫芳的感召下，全体医护人员全部请

缨，参加到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攻坚战。

莫芳率先进入隔离区，展开新冠
肺炎病人护理治疗工作。

看到有些年轻小护士有点担心，
莫芳就主动予以心理疏导，讲自己做
护士的经验与体会，使这些小姑娘们
减轻了对这种“病毒”的后顾之忧。

莫芳有 7 年的感染科护理经验，
在抗疫中，这些经验更是派上了大用
场。每天上午，莫芳准时进入隔离区，
亲自指导志愿者护理操作。下午，莫
芳出隔离区后，还要仔细安排好外围
工作。病房与工作区隔离，莫芳的对
讲机从不离身，时刻与外界保持联系。

在疫情发生的头几天，随着发热
病人的不断增多，莫芳忙得就像车轱
辘一样。上完夜班后，顾不上休息，
第二天又投入到紧张的护理中，经常
是连续几天不回家。

其实，莫芳的家中，也有身患重
病的父亲无法照料；儿子才 11 岁，

也需要照顾。为了护理感染者，家中
的一切，她都无暇顾及了。

都快过年了，莫芳已经三天三夜
没有回家了，丈夫有点担心。尤其是
儿子，非要闹着去见妈妈。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丈夫不得
已，只好给孩子戴上口罩，带着他来
到了县医院。谁知，感染病区全封
闭，任何人员不得挨近。莫芳得知丈
夫和儿子来了，也只能在病区的走廊
上，隔着窗户看着这对父子。

“妈妈，你已经几天没回家了！”夜
色里，莫芳的儿子在感染科病区外，隔
着窗户用稚嫩的声音说。

“儿子，现在是新冠肺炎严重时
期，妈妈有重要任务，暂时不能回家。
你要好好听爸爸的话，做一个好孩
子！”莫芳温馨地安抚着儿子。

母子相见，近在咫尺，却不能亲
近；而作为医院感染隔离病区的护士
长，莫芳却日夜守护在病人身边，亲
切地护理着感染者。

小小年纪的儿子，望着妈妈，双
眼满是期盼和依恋……

在治疗感染者的前几天，谷城县
医院还没有“诊疗指南”，医护人员
只能摸索着治疗和护理。为了规范化
治疗患者，莫芳不断向武汉大医院的
专家请教，主动学习最新的“新冠指
南”，结合医院条件，做好感染防控，规
避感染风险，确保了医护人员的安全。

经过谷城县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抢
救，夜以继日的拼搏，疫情防控终于
有了起色。

2 月 4 日，立春。这天，谷城县
有6名新冠肺炎患者被治愈出院，这
一喜人消息，迅速传遍了城乡，一下
子提振了谷城全县抗疫的信心。大

“敌”当前，勠力同心；疫病来袭，
勇敢无畏，谷城县抗击疫情迎来了初
战胜利。

6名治愈的患者要回家了，莫芳
和医生与他们互相告别、互道珍重时
说：“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致敬
郭文斌

背影
——献给参与湖北战“疫”的白衣战士

杨小彦

江城几处疫风摇，
巷陌路人寥。
号令千军弛援，
兵民携手擒妖。
负衡重任，
楚鄂逆进，
大义挺腰。
淬炼文明自信，
春来杏雨华韶。

中国必胜

都 梁文并书

中国必胜

都 梁文并书

宁静与沸腾
纪红建

◎中国战“疫”

芳华，在抗疫病房里绽放
帅 瑜

芳华，在抗疫病房里绽放
帅 瑜

愿将山花献英雄
齐永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