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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战“疫”一线呈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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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面前，不分性别。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用看似柔软

的肩膀，稳稳地扛起了生命的重量。剪掉心爱的长
发、脸上被防护面具勒出深痕，她们用内心的坚韧

与强大守护着这个春天的希望。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3位在疫情防控中贡献出

巾帼力量的海归。夜深了，城市沉睡，而医院里仍
亮着的一盏盏灯，见证着她们最美的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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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少海归来说，海归俱乐部不仅是他们同国内社会各界交流的重要平台，更
是一个汇集志同道合者的心灵港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许多省市的海归俱乐部成
员发挥自身优势、参与抗击疫情的活动，在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努力着。

战“疫”·有我③

你在，真好
孙亚慧

图1：徐卉正在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发热
门诊工作。

图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许
爱军。

图3：华中科技大学协和东西湖
医院副院长周静正在新冠肺炎重症监
护室里查房。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插图来
源网络）

“我这不就是换了个地方上班吗？”

1 月 22 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徐卉与自己另外 24名同事
一起报名，支援抗“疫”一线。

在同济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徐卉在 2003
年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又在德国进行了1年的
博士后研究，2007年回到同济医院工作。

“我这不就是换了个地方上班吗？都是治病救
人，没啥可担心的。”进入光谷院区发热门诊工作
前，徐卉宽慰心中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的家人道。

1月底，院区收治了一位双肺已近全白的重症
病人。病情紧急，门诊治疗3天后，徐卉终于为这
位病人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找到了床位。病
人妻子的激动难以言表，甚至想要下跪致谢。

“急忙扶起她的那一刻，我一辈子忘不了。我
说，‘不用感谢，这是医生的使命’。”为守护生命
的尊严而来，徐卉跟同事们洒过汗、流过泪，却
不曾有一丝畏惧。

梦到被怪兽追逐、撕咬……刚入发热门诊工
作时，每天面对大量的病人，除了身体上的疲
惫，徐卉与同事还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这让
她难以入睡，甚至噩梦不断。

“第二天一睁眼，我会对自己说，‘又是新的
一天’。得逼自己释压、努力调整好心态。我们每
天都要用最好的状态面对病人，这很重要，但要
做到也不容易。”

床位紧张时病人不理解，情急之下会指责医
护人员；长时间身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又会出
现除发热之外近乎所有新冠肺炎症状……付出许
多却换不来体谅的精神沮丧、高负荷高强度工作
所带来的身体不适，作为支援团队 25人中年纪最
长者，徐卉还要帮助其他年轻医生缓解心理、生
理双重压力下导致的焦虑情绪。“我是麻醉科医
生，科室负责全院的危急病人抢救，因此我经历
过的病人应急事件更多、面对压力时这些经验也
能帮上忙。”

让人欣慰的是，一起“出征”的 25人，无一
人感染新冠肺炎，也无一人在压力面前退缩。此
时，大家已第二轮上岗，又站到了抗击疫情的第
一线。

第一轮工作结束，在经过 14天的隔离后，徐
卉有了5天空闲——回家，与亲人团聚。

“我进门的时候，儿子见到我高兴得跳了起
来。”她说，语气里满是甜蜜。

“妈妈，你一回来，我的作业可能就会变多
了。”望着儿子欣喜又委屈的表情，徐卉一把将他
搂在了怀里。

“那么多病人在等着，这是救命！”

抗击疫情最忙的时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乳甲外科副主任医师、华中科
技大学协和东西湖医院副院长周静一天要接100多
个电话，从早上5点多接到第二天凌晨。手机很快
就没电了，必须赶紧充上，可是充电速度赶不上
使用速度，再隔几小时，连着手机一整天的充电
宝也“放挺”了。

她的一天，要协调床位、前往重症监护室及隔离
病房查房、处理院内各种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在武
汉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被作为临时隔离点征用之后，周
静带领党员突击队还承担了接管网安中心的任务。

“行动起来比说什么都强！”德国海德堡大学
读博期间，老师就有意识地将周静作为一线 ICU
医生来培养，这让她在管理重症病人方面积累了
经验。“面对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确实有更大的感
染风险，但我冲到最前面是责无旁贷的事。”

1 个多月以来，周静常常急得半夜睡不着
觉——她着急的是床位。

大年三十开始设立隔离病区，周静咬着牙签
下了“军令状”——每天开 1 个病区、每个病区
27个床位，连着开10天！医护人员从哪调配、仪
器设备去哪落实、人员培训分秒必争、安排重症
病人入院刻不容缓……这些都需要她统筹考虑。
一个病区开完，没有喘息时间，第二个立马跟上！

“下一个病区开不出来怎么办？”
“必须开，这种‘开不出来’的假设不存在！那么

多病人在等着，这是救命！”那时，她每天在心里给
自己打气——一口气也不能泄，得拼尽全力。

学医至今 20 多年，这是她神经最紧绷的 1 个
多月。

病区开到第 10天，平常并不会直接与临床病
人接触的手术室护士，在经过紧急培训后也毫不
犹豫地顶了上去。临危受命、十万火急，周静终
于做到了所承诺过的：每天开一个病区、连开 10
天、一天不停！

想当初，就是靠着这股“咬牙”的劲儿，她
放弃了英国的高薪职位回到国内。“国外的生活我
可以一眼望到头，当时国内外治疗乳腺癌的水平
还有明显差距，我年轻，就是想回来多做点事。”

“与城市相比，县级医院的情况又怎样？”
2017 年，在报名参加“博士团下乡”后，周静在
湖北荆门京山县人民医院工作了1年，县级医院诊
疗手段相差更远的现实深深刺痛了她。“我意识到
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可以帮助县级医院改善条
件、可以带领当地一批医护人员成长。如果引导
他们掌握最新的诊疗规范，就能在基层帮助更多

的患者。”
而如今，这个一直想“多做点事”的“战

士”，为了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又没
日没夜地忙起来了。

“千万别走，会有传染风险！”

与徐卉同属麻醉科的副主任医师许爱军，在
报名支援一线后上的第一个夜班就被院区内存在
的一处感染隐患惊出了一身冷汗。

隔离病房在当天晚上刚刚改造完成，立刻收
治了大量病人。第二天一早许爱军发现，还没来
得及接受隔离病房强化培训的保洁阿姨，在清扫
完隔离区之后径直就要前往普通病区打扫。

“大姐您站那儿别动！千万别走，会有传染风
险！”这一嗓子喊出去，声音大得也吓了许爱军自
己一跳。

许爱军是中国农工党党员，在确认保洁阿姨
已被送回住处自我隔离之后，她立马奔回家，顾
不得夜班疲惫，当天上午就将新建隔离区可能存
在的安全隐患及解决方案写成建议，火速递交给
农工党中央的同事。

当日，医院在第一时间就对所有保洁工作人员
进行了紧急抗“疫”强化培训，杜绝安全隐患。第二
天，许爱军的建议被农工党中央正式采用。

2010 年，许爱军曾前往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
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15 年，她在美国费城
儿童医院麻醉科做过访问学者。

报名支援一线后，许爱军需要协助国家医
疗队诊治重症肺炎病人，帮助国家医疗队熟悉
医嘱书写系统、沟通病人病情、及时协调不同
科室。她的工作零散而繁杂，考验的是细心与
耐心。

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她还兼职做起了记录抗
“疫”一线的院区“记者”。《且看同济“游侠”的
战果——新冠重症气管插管近 200例》《同济麻醉
在一线，博导冲锋在火线》 ……这些文章在同济
医院内部传播甚广，许多参与新冠肺炎救治的医
生读来深有感触。自己同事所带来的一线纪实，
让不少医生感到亲切、深受鼓舞。

后方供应跟得上，前线“战士”才不慌。让
她惊喜的是，前不久在下班后住宿的隔离酒店，
许爱军与同事收到了麻醉科副主任万里跑遍3个院
区送来的生活补给品——瞧瞧，果汁、饼干、牙
膏、洗衣液……甚至还有拖鞋、指甲刀、手机充
电线……

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卸空了再去超市装一
车，接着送！“吃喝用的一应俱全，是真真切切地
暖热了大家的心。”许爱军说。

语言优势化解翻译难题

2 月 20 日中午，山西省太原市海归
俱乐部会长范锐接到太原市侨联发来的
一份英文紧急文件，文件需要翻译。这
份文件来自山西省省级新冠肺炎定点救
治医院——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其中
介绍了一种英国防护口罩的具体功能及
使用方法。由于文中涉及了较多的医务
专业词汇，医院相关部门在翻译过程中
遇到了困难，便通过侨联联系海归俱乐
部帮忙。

“接到任务后，我马上在俱乐部的
微信群里发布了翻译工作的具体情况，
群里的朋友们都争着报名。”范锐介绍
说，“最后，我们决定请留学南非、专
业为英语教育的李锐鹏老师负责翻译。
时间不等人，当天下午 4 点，我们就把
翻译好的文件转交给了太原市侨联。”

负责翻译工作的李锐鹏当天还有线
上教学的任务，由于情况紧急，他临时
请假后便全身心投入到了翻译工作中。
为了确保翻译准确，在结合当前疫情状
况的同时，李锐鹏还多渠道查阅了相关

医疗方面的资料。“做好相关资料的翻
译工作，也是支援抗击疫情，能够发挥
我们在海外学习的语言优势，尽可能为
医护人员提供帮助。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立刻行动起来！”

心理关怀疏导焦虑情绪

“不好意思，我正带着俱乐部的心
理咨询师赶往解除隔离的人家里，咱们
稍后再联系。”范锐在电话中气喘吁吁
地对笔者说。2月 22日上午，他与同是
海归俱乐部成员的杨洁赶往当地疫情较
为严重的小区，与社区主任商议开展面
向居民的心理咨询服务。

从马来西亚留学归来的杨洁，回国
后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一个不可
忽视的情况是，疫情期间不少人产生了
焦虑和恐惧心理。经常刷新疫情动态、
越看越焦虑，陷入一种恶性循坏之中。
还有人因为心理反应而产生了身体反
应，出现失眠、咳嗽等症状。”杨洁
说，“之前我们曾在海归俱乐部的微信
群中给大家提供了一次心理辅导，群友
们的反映很好。”由此，她有了为更多

人提供疫情期间心理辅导的想法。
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疫情中出现的焦

虑、恐惧等心理问题，杨洁给出了自己的
建议。“面对突然出现的焦虑情绪，可以
通过抖动身体或深呼吸来缓解。同时，要
学会转变认知，正确了解疫情、多了解疫
情防护的相关知识。”她说，也可以尝试
同自己的情绪对话，避免负面情绪给他
人带来不利影响，可以多陪陪家人，让自
己忙起来。

录制短片传递力量勇气

为了让更多国外的朋友了解到中国
政府和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做
出的努力，青岛海归俱乐部会长郭依泽
与俱乐部的成员们决定发挥自己的语言
优势，制作一部短视频，“为中国加
油！为武汉加油！”

“在此之前，俱乐部已经号召大家
进行过 3 次募捐。这次想用制作视频的
方式，来传递我们的力量。”为了提供
更多可选用的素材，有的海归录制了好
几个版本，还有的带着家中襁褓里的孩
子一起录制。

自乌克兰留学归来的蒋晓东目前正
在抗“疫”一线从事医务工作，每天的
工作十分繁忙。而在得知这个录制视频
的计划后，她也在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参
与，利用自己的午餐时间完成了录制。

这些海归中，有的已习惯上镜、有
的第一次录制视频；有的是“融媒体达
人”、有的则对短视频传播的相关知识
鲜有了解，他们你几句话、我几句话地
终于完成了整部短片的录制。视频的后
期制作交给了郭依泽的公司，短片中的
每个画面、每个转接点都是他与大家视
频会议讨论后所打磨出的创意结晶。

短片制作完成后，很快被上传到了
国内外几家社交媒体平台上。“视频刚一
上线，1 小时内就被转载了几百次，还有
一些国外网友在看完视频后留言表示支
持。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视频让世界上
更多的人真正了解新冠肺炎疫情，传递
抗击疫情的爱心与力量。”郭依泽说。

此时，全国有 346 支医疗
队、超过4.2万名医护人员正在
湖北的抗“疫”一线支援。他
们之中的 2/3是女性，有 2.8万
人左右。

很难查到参与抗“疫”的
女性医护人员的准确数字，曾
有人保守估算，仅湖北省就有
超过10万人。她们是女儿、是
妻子、是母亲，而此刻，她们
是患者的“守护神”。

在 采 访 3 名 海 归 的 过 程
中，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情绪
在翻涌。想来，这情绪太熟悉
不过，1 个多月里，我们与太
多让人泪流满面的时刻相遇：
那是对生命的温柔，温柔中包
裹着面对病魔半步不退的果
决；那是对同胞的真情，星夜
驰援，我与你站在一起，无比
坚定。

冬雪融化，我们一起等待
春风浩荡而来。

同时，好像也有新的感悟
在生长，有关平衡，有关家庭。

采访过程中，徐卉医生介
绍说，自己几乎没有在半夜
12 点之前睡过觉。需要同时
平衡好家庭、孩子和自己的
工作，她每天只能利用孩子
晚上睡着后的时间来熬夜写
文章、做课件。如果不想只
图轻松、不想只满足于完成
临床工作，就只能拿出宝贵

的休息时间来换得事业上进
一步发展的可能。

事实上，能让这些母亲没
有后顾之忧地冲锋陷阵，来自
后方的爱与支持必不可少。周
静医生在采访中说，从德国回
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她获得了
赴英国深造的机会，但在当
时，孩子刚刚 3 个月，这让她
不禁想打退堂鼓。是同为医生
的丈夫力劝，才又把她“逼”
出了国门。之后的事实证明，
这个决定是对的。

一个人的冲锋，确实离不
开多方支持。有了一个个坚强
后盾，“铿锵玫瑰”才能绽放得
更加夺目。

这些日子，太多她们的脸
庞让我们无法忘记。73岁战斗
在一线的李兰娟院士、常被同
事唤作“继先兄”的“疫情上
报第一人”张继先、生命永远
定格在29岁的武汉蔡甸区人民
医院医生夏思思、被哥哥的精
神所鼓舞的贵州省湄潭县人民
医院护士杜富佳……她们坚韧
如磐石、笑容如暖阳。一个个
的她，是这个已经到来的春天
最美的剪影。

哪怕，有一天脱下这身白
色“战袍”，她们也会继续守护
孩子的童话，守护心底的故
乡，守护这壮美山河。

守护你，守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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