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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3月，在王周圳原来的计划里，是要和朋友一起
去日本看樱花的。

“3月嘛，看樱花的最好时间。”机票订了，酒店也订
了，不过，王周圳去不了了。这个 27岁的姑娘，作为北
大一院的一名护士，1月26日正月初二那天就随队抵达武
汉参加抗疫，“武汉的樱花也很美啊！”

这个乐观善良的姑娘，是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一
员，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医疗队里还有很多，他
们中有刚博士毕业却有6年党龄的临时党支部书记，有挥
手与同为医务人员的家人告别的护士……曾经被守护的

“90后”，成为抗击疫情前线的骨干力量，以“爱心浇灌
生命之花”，用最美的青春书写了壮丽的人生答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湖北武汉考察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

看到新闻后，来自北医三院的王奔和吴超深受鼓
舞。来武汉1个多月了，他们心中积蓄的澎湃激情，汇成
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要给总书记写封信，代表我们
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全体‘90后’党员写，表达我们
的心声。”

在武汉的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共有406人，由来自北
大一院、北医三院、北大人民医院三家医院的医护人员
组成，其中有党员 171 人，他们在武汉成立了 11 个临时
党支部，王奔和吴超是其中的两位“90后”临时党支部
书记。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无数年轻人奋战在一线。
1993 年出生的王奔去年从北大博士毕业，留在北医

三院骨科工作。王奔年轻力壮，但穿着防护服很消耗体
力，他每查 5 个病人就得休息 10 分钟。有一位患者看到
了，对他竖起大拇指说：“小伙子，有担当！”

“最重要的不是‘几零后’，而是‘努力后’、‘奋斗
后’，能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能够为国家做贡献、
为人民服务，才是实现人生价值最好的途径。”有着 6年
党龄的王奔这样说。

“在武汉的每一天，我们都在被身边人感动着。”自2
月7日驰援武汉以来，吴超亲眼见证了身边的“90后”党
员舍生忘死，践行入党的初心与誓言。

最让吴超难忘的是2月8日元宵节那天，北医三院医
疗队独立接管危重病房，他作为第一批人员进入病房收
治危重患者，“我们院的老党员冲在前头，率领年轻人进
入隔离区，那一刻，我感到了精神的传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当代的‘90后’党员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同样有
强烈的家国情怀。”吴超说。

“老人家的话语与泪水，传递发
自内心的感激”

权怡个子不高，却有大能量。这个来自北大人民医
院泌尿与碎石中心的护士，和她的同事在武汉的病房里
护理起病人来一丝不苟。

病房有个89岁的老爷爷，有一次需要换床去拍片。值
班的正是权怡，她的膝盖不好，半年前刚做过膝关节镜手
术，正赶上那天跟她搭班的男护士患有腰椎间盘突出。

怎么办？权怡单膝跪地，摇平了病床，同事则背着
老爷爷往前挪，还得小心翼翼地不能弄疼老爷爷。过床

不过近在咫尺，权怡和她的同事却出了一身大汗，过完
床，两人累得瘫坐在地上，这不过是他们在武汉日常工
作中的再常见不过的一幕。

“段老出院了，群里纷纷祝福老人家。”3月8日，权
怡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段老先生是首批入住权怡所在的隔离病房的病人，
在这里治疗观察了近 30天。段老出院这天赶巧是权怡的
班次，坐在出口的等待椅上，老人家哭了，一遍遍地说
着感谢的话，直到电梯关门。

“我相信，老人家的话语与泪水传递的不仅是一种治
愈后的喜悦，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更是一份信任！相
信党，相信医护人员，相信科学防治。”权怡在朋友圈里
这样感慨地说。

北大一院感染疾病科的医生钱建丹，大年三十晚上
还在跟家人讨论疫情的新闻，大年初一，她就向所在科
室报名去武汉，并在2月7日随队到达武汉。

“接到通知时，我还在发热门诊上班。我是感染科大
夫，到武汉之后，我利用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多学科诊
疗。”钱建丹说。

刚开始，钱建丹每班要工作8个小时，再加上路上时
间，每天在外时长超过 10个小时。最令她难忘的是病房
里一位 80多岁的老人。老人的家人也患病了，但没在同
一家医院治疗，老人每天忧心忡忡，无心配合治疗。看
到老人愁苦的样子，钱建丹她们多方联系，找到了他的
家人，让他们通过微信视频互相鼓励，“老人现在已经出
院了，这是最令我们欣慰的事。”

王周圳护理的一位病人，有一次可能是想喝水，希
望护士去帮他，但是由于戴着面罩说不清楚，整个过程
中，病人很着急。“我们就去一点点领会他的意思，又怕
烫着他，用两个杯子来回倒着把水晾凉，病人看到这个
场景，逐渐平静下来，跟我说了一声‘谢谢’。这声‘谢
谢’，代表着医患双方的互相理解，当时我觉得再辛苦也

值得了。”
在王周圳的记忆里，还有病人要喝水时，因为担心

自己咳嗽会带出飞沫影响医护人员，特意做出相应的防
护举动，这让她觉得非常温暖。

1997 年出生的刘金鹏，是北医三院心脏外科监护室

的一名男护士，“当时我啥也没多想，听说抗疫需要，我
是党员嘛，就报名了。我姐在北京一家社区医院上班，
我爸在社区工作，经常得上外面值守去，抗疫在我家是
个全家行动。”

“在武汉的病房里，大家都一样，有活一起上。不过
我是男生嘛，插管、吸痰这些又苦又累又有风险的活
儿，我会更主动地去干。”

“‘90后’可以担起更多责任，为
国家分忧解难”

3月30日，刘金鹏最新的一条朋友圈留言，记录着他
在武汉的第65天。

自从到武汉以来，他经常发朋友圈，一是为了记住
这段在武汉的日子，二来也是让远在北京的家人安心。

放在从前，刘金鹏可能没那么细腻，不过这次，他
给家里建了个微信群，“每天不管多晚，我都往群里留
言，有时也发点我的照片，我的家人也会分别留一些信
息在群里，这样虽然我不在家里，家人也比较放心。”

北京姑娘王周圳看上去娇弱，实则很坚强，在朋友
间总是自号“圳哥”，“从来不会怂”。然而，在父母眼中
她仍是个孩子。

“这次来武汉，我真的觉得自己长大了，学会了担
当。”王周圳说，“我是独生子女，平常在家什么事情都
不用操心。刚来的时候，爸妈既担心我的安全，也担心
我能不能照顾好自己。第一天跟家里视频时，我妈在那
头直哭。”王周圳说，现在，我不仅能很好地完成在病房
的工作，独立生活能力也提高了，家里人也放心了很多。

3 月 10 日这天，王周圳吃到了钟爱的麻辣小龙虾，
“在前方确实能体会到很多感人的事情。后勤人员特别用
心，想尽方法为我们改善伙食。”

“身为‘90 后’，当时义无反顾地报了名，我父母虽
然嘴上支持但却在背后偷偷抹泪，女友笑着与我告别相
拥但却不忍松手。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是医生
的誓言。”北大人民医院的陈逸凡医生说。

陈逸凡他们所接管的大多为重症和危重症病人，虽
然承受着治疗方面的压力，以及长期佩戴口罩的潮湿闷
热甚至眩晕，但他们都努力克服困难，积极救治了许多
病人。“口罩的勒痕就是我的勋章。”陈逸凡说。

陈逸凡也经常感受到温暖。“我觉得抗疫不仅要靠科
技，也要靠人文关怀。我有时听不懂武汉人的方言，但
当他们双手合拢对我投来感谢的目光时，我很感动。身
上的防护服虽然能隔离病毒，但却隔离不了爱。”

3月12日，钱建丹在前线光荣地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内心无比激动，“我将继续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坚持
到底！”

2003 年非典来袭时，王奔还只是在陕西西安读小学
四年级的小学生，看到过医生叔叔阿姨们为救治患者而
忙碌；17年后，在武汉抗疫一线，王奔用精湛的医术和
无畏的勇气从病魔手中抢救生命。

从一名小学生到青年学子，再到武汉一线参与抢救
的战士。这就是一名“90后”的成长历程。“年轻人在疫
情防控中得到了很好的历练和成长。”王奔这样说。

吴超认为，通过这次抗击疫情，“90后”证明了他们
不是“娇滴滴”的一代，可以担起更多责任，为国家分
忧解难。

“总书记在回信中说，‘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
地方绽放绚丽之花’，这句话激励着我。”刘金鹏说，“武
汉的经历让我的青春更有意义！”

3月1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以下简称“新国
展”） 启用作为入境人员集散点。“响应号召，守护国
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33名师生志愿者驰援“新国
展”，提供防疫语言志愿服务。疫情之下，“95 后”“00
后”大学生有着怎样的担当，一起读读他们的故事。

队伍集结“有速度”

“只考虑了5分钟，我就决定报名。”高级翻译学院的
2018级本科生张爽收到辅导员的消息时，已经是3月9日
晚10点。“比起防疫一线的危险，我更在意自身的翻译水
平。”张爽说。

得知女儿要上防疫一线，张爽的妈妈非常担心。“学
校会配备好防护用具”“放心，每天都会跟您报平安”

“我去也是为祖国做贡献呢！咱家骄傲！”……张爽一再
宽慰母亲，一是安全有保障，二是祖国有需要。

接到老师电话，欧洲学院的大二学生梁佳妮同样很
坚决。“我在校担任国际志愿中心的学生干部，这个时候
一定要上！”梁佳妮说。亚洲学院的周鑫今年“大三”，
是志愿队伍中的“学姐”，也是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我
没有多问，就直接报名了。”周鑫告诉我们，在疫情防控
中，她家是“父女齐上阵”。“我爸爸是社区一线的防疫

工作者，他非常支持我。”周鑫骄傲地说。
当晚，招募信息发布不到2小时，30名北二外在京学

生加入了志愿队。他们来自9个不同学院，语言涵盖了英
语、日语、韩语，还包括保加利亚语等小语种。“我们培
养出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孩子，他们无私奉献，勇于担
当。”商学院辅导员刘晨阳说，看到同学们积极响应，他
感到十分欣慰。

3月 10日上午，志愿服务队在“新国展”集结完毕。
学习防护措施、消毒方法、工作纪律……紧凑的岗前培
训后，同学们便走上志愿岗位。此时，离发起招募不到
16个小时。

志愿服务“有温度”

“在‘国门’做志愿者，我们就代表着祖国的形
象。”张爽打心底里想，既然是做翻译，就不能冷冰冰地

“走程序”。“集散隔离不是疏远，更不是歧视，我们热情
些可以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张爽说。

除了当好“翻译官”，为外籍人士做心理疏导也是
常事。

“说了许多次‘请冷静’。”3月16日深夜，张爽在朋
友圈写道。当晚，一名外籍旅客在“新国展”外情绪激

动。“我们要让他放下心理包袱。”聊家人，聊工作，聊
疫情。温和的语气，耐心的态度，张爽终于打动了这位
旅客。情绪稳定后，他决定主动配合防疫工作。

“有的人长途飞行后十分疲倦，有的人找不到行李情

绪急躁，都需要安抚、疏导。”梁佳妮说。3月20日，一
位等待集散的小姑娘到总服务台寻求帮助。“她乘坐国际
航班，舟车劳顿。”梁佳妮看出来小姑娘可能饿肚子了，

“我挺心疼的，决定把自己的餐包和矿泉水拿给她。”

干劲十足“有力度”

“为首都行动，争做新时代的前行者”“打赢疫情防
控战，我们要同心协力”“疫情无国界，人间有真情”……张
爽说，“新国展”内的标语振奋人心，激励斗志。

志愿工作有苦有累，我们的大学生逐一克服。“全副
武装”地工作，有时磨破了鼻梁，刮红了脸颊，梁佳妮
却说：“医生和护士比我们辛苦多了！”为了节约防护物
资，志愿者们严格控制饮水，少跑卫生间；长时间穿防
护服，遇到流汗、反胃，就顶一阵……

工作忙碌，但也有欢乐与温暖。“一个特殊的时期，
一个特殊的生日，谢谢大家！”周鑫在翻译岗上过了21岁
生日。红的、绿的、蓝的，各色便利贴上写满了温馨的
祝福，带队老师还特意准备了小蛋糕。“各位战友，大家
都是过命的兄弟了。”周鑫调侃道。

战胜疫情，同学们信心百倍。“我们肯定能战胜疫
情。”商学院的陈子豪说。去年参与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国庆阅兵活动的他，正盼望“从胜利走向胜利”。“春暖
花开时，我们会重回正
轨。”梁佳妮说，志愿工
作结束后，她一定要去
颐和园看花。在志愿日
记中，张爽写下了一句
话：“没有一个冬天不可
逾越。”

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
来信收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

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
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
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
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
大任的！我向你们、向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
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希望你们努力在为人民

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
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位

上拼搏奋战，带动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
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
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习近平
2020年3月15日

——习近平给北京大学援鄂

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

信（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15日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向他们和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

致以诚挚的问候。日前，本报采访了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部分“90后”年轻人，听他们讲述在武汉参与抗疫的难忘经历——

让青春更有意义
本报记者 叶晓楠

“新国展”里的大学生“翻译官”
朱春宇 孙 旭

3 月 21 日夜班结束前，在岗学生志愿者与带队老师
合影。 资料图片

3 月 21 日夜班结束前，在岗学生志愿者与带队老师
合影。 资料图片

王周圳正在隔离病区工作。 受访者供图王周圳正在隔离病区工作王周圳正在隔离病区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陈逸凡 （左） 在查房交班。 受访者供图陈逸凡陈逸凡 （（左左）） 在查房交班在查房交班。。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