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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23日离汉通道关闭到今日解除管控——

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叶 子子

4 月 3 日，消防队员进入武汉天河国际
机场航站楼进行消杀作业。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4 月 3 日，消防队员进入武汉天河国际
机场航站楼进行消杀作业。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志愿者蒋晨
一在其服务的武汉
市江岸区花桥社区
门前留影。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2 月 4 日，在武
汉雷神山医院建设工
地，工人在加紧施工。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3月21日，在武汉市肺
科医院，医生在进行手术。

柯 皓摄 （新华社发）

▼3月21日，在武汉市肺
科医院，医生在进行手术。

柯 皓摄 （新华社发）

◀3 月 18 日，安徽省支
援湖北医疗队返程包机抵达
合肥，受到热烈欢迎。
张大岗摄 （人民视觉）

▼武汉人的生活日
常正在逐渐恢复。4月1
日，在武汉天地广场，
几个小朋友在玩耍。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 3 月 10
日，武汉所有方
舱 医 院 全 部 休
舱，医护人员在
武昌方舱医院前
庆祝。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长江之畔，江汉关大楼又一次响起钟
声；天河机场，人们凭湖北健康码“绿码”
有序流动；武汉大学，粉红的晚樱在枝头摇
曳；户部巷里，“过早”的人们端起久违的
热干面……

今天是 4 月 8 日，这是武汉解除离汉通
道管控的日子，距离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
通道已过去两个多月。从最初人们的紧张、
医院门诊的超负荷运行，到如今城市的安
全、有序，早餐店里冒着热气，疫情防控还
在继续，但熟悉的武汉，回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
作时强调，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
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必将通过打赢这次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再次被载入史册！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你们而感动、而赞叹！党
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武汉采取了史上
罕见的严控举措，为中国和世界抗疫争取到

“时间窗口”。抗击疫情过程中，武汉，每一
天都在见证历史，也将自己写进英雄史册。

武汉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我是武汉，我从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我成为全国的焦点……”

这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屏的文章《武汉的
自述火了：很抱歉以这种方式“出名”》一
文的开场白。因为新冠疫情，庚子年春，全国
乃至全球目光都投向了同一个地方：武汉！

从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到病原
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从确认新冠肺
炎存在人传人，到国家卫健委将其纳入法定
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看着不断上涨的确诊病例数据，
疫情形势逐渐严峻，所有人悬着一颗心。

疫情凶险，武汉首当其冲。1月23日凌
晨2点，武汉市发布通告：自1月23日10时
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
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
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1200万人口的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可谓
非常时期，果断之举。很快，一场武汉保卫
战打响。

一批又一批，各地医疗队火速集结、紧
急驰援，更多医院被确定为定点医院，新
的传染病医院和方舱医院相继建成，收治能
力不断提升。6万余名武汉本土医务工作者
和 4.2 万名从全国各地驰援的医疗队员并肩
作战。

一辆又一辆，运送爱心物资的大货车从
四面八方向武汉聚集，有口罩、防护服、手套
等医疗物资，也有蔬菜、水果、储备肉等生活
物资，甚至还有武汉人爱吃的活鱼。这其中，
有的来自于兄弟省份，有的则采购自全球。

一次又一次，爱心人士的社会捐款，还
有用于相关医院重症治疗和病区建设的财政
拨款，像潮水般涌来……

作为疫情防控斗争的重中之重和决胜之
地，武汉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

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3
月 23 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会议指出，当前，以武汉为主战场
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

“武汉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即使是疫情
最严重的情况也能扭转。”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这样评价武汉为世界所做的贡献。

“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正
如钟南山院士曾眼含泪水说的那样，“全国
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
个很英雄的城市。”

大江大湖大武汉

“我第一次来武汉，就是来支援。”在武
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里，一位湖南驰援
的医护人员隔着口罩和防护服告诉他的武汉
同事。还没看过武汉的风景，但他知道，武
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
江的交汇地，武汉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
三镇鼎立的格局。武汉的地名，包裹着它的
气质。

这座城市有令人向往的诗意清新。春秋
时，伯牙和子期在这里相遇，留下“高山流
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战国时代，楚人屈
原在这里“游于江潭，行吟泽畔”；唐朝
时，诗仙李白在这里送别好友孟浩然，一句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使
黄鹤楼名满天下。古琴台、晴川阁、鹦鹉
洲……多少迁客骚人在这里留下诗篇。

这座城市也不乏沧桑厚重的历史过往。
卓刀泉，纪念的是关羽曾在此“卓刀于地、
水涌成泉”；提起张之洞路，人们不会忘记
晚晴名臣张之洞在汉大兴洋务，让武汉有了

“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之势；经过二七长
江大桥，还能感受 1923 年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时先辈对自由的追求；首义路、首义广
场、首义公园，则昭示着辛亥革命在这里打
响第一枪。

千湖之城的武汉，水赋予了它天然灵
性。畅通的水陆运输，让武汉自古就是九省
通衢。1861年汉口开埠后，四方商贾云集于
此。发展至今，武汉已是一座拥有 1200 万
人口的特大城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
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

武汉是中国少数可以称得上“大”的城
市。高铁时代，以武汉为圆心，以4小时走
1000 公里为半径，其覆盖面可达中国大约
10亿人口和90%的经济总量。

习惯了在长江竞渡的武汉人追求敢为人
先、勇立潮头，往日里，武汉人会骄傲地
说：“大江大湖大武汉！”过去的两个多月，
是武汉人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他们说：“我
的城市生病了，我要守护她。”

“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

守护武汉，武汉人不做“夹生”的事，
不做“差火”的人。

两个多月来，他们目睹周遭的变故，强
忍心中的悲痛，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
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
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维护城市正常
运转。

冲在一线的武汉人，奋不顾身地逆行。
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这确实是

我最大的一次挑战。”自己身患渐冻症，在
另一家医院工作的妻子感染了新冠肺炎，张
定宇依然每天迈着蹒跚的步子，与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

武汉快递小哥汪勇，从大年三十起，坚
持义务接送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上下班，他
组织志愿者采购盒饭、羽绒服、护士鞋等急
需物品，还在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生日时送
上蛋糕，被授予“最美快递员”奖。

武汉公交司机王金兰，主动报名参加公
交应急车队，往返于酒店与方舱医院间接送
医护人员。天冷了，她就提前打开空调，看到
医护人员睡着了，她就开得慢一些。她说，每
次出车，只有人齐了，她的心才能安下来。

有一位武汉志愿者的朋友问他，为什么
选择做志愿者？他拍下落日余晖下的长江大
桥，回复道：“不美吗？这城市你不想去守
护吗？”和他一样，有超过 1 万名志愿者报
名，参与到为居民提供食品、药品代购代送
等服务。

武汉还有4.45万名党员干部职工下沉到

13800多个网格，“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开
展拉网式大排查；有 1.9 万名民警迎难而
上，确保市民生命安全、城市安定有序；有
3.6 万名环卫工人，将街道马路当作自己的
战场……

宅在家里的武汉人，同样是“岂曰无
衣，与子同裳”的战疫者。

武汉退休美术教师易小阳，以抗疫一
线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的英勇事迹为题
材，在宽 2 米的白布上画出了 《英雄的城
市、英雄的人民》。他将画作挂在自家阳台
上，给武汉加油，也给小区宅在家里的人
们鼓劲。

在线学习、居家复工、跨楼喊话、对着
鱼缸钓鱼、和亲戚朋友云聚会……微博上

“做一个优秀的贡献宅”这个话题，说的就
是武汉人。每一扇紧闭的门窗，每一栋楼宇
的灯光，都是武汉人与病毒搏斗的无声诉
说。那些让我们哭笑不得的宅家度日方式，
正是武汉人坚强又乐观的写照。

曾在武汉生活工作过的学者易中天，将
武汉人的性格概括为四大特点——乐观风
趣、坚韧顽强、豪侠仗义、足智多谋。他
说，武汉人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

“要将 CT结果纳入临床诊断标准”，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张笑春在
朋友圈大声疾呼；看到小区团购对实际情况
考虑不足，武汉嫂子在微信群上演一段“教
科书级”的吐槽，后来她自己成了志愿者加
入社区防疫工作……敢于发声，真性情的他
们，又何尝不是最可爱的武汉人？

除了共同战斗，武汉人还懂得感恩。
治愈出院时，武汉奶奶给医务人员真诚

致谢；援助医疗队返回时，武汉人纷纷在阳
台上大声喊出“感谢”。一位驰援的医护人
员感动不已：“武汉最美的不是樱花，而是
那颗炽热的感恩之心。”怪不得一位作家
说，吃热干面可以吃出来的这一份侠义，在
武汉到处都有。

25年前初见武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的印象是：比现在
小很多，但也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活力蓬
勃。这一次他到武汉，发现遍布着高楼大厦、
现代化的城际交通枢纽，然而一切却陷入沉
寂。艾尔沃德说：“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
做出的贡献。当这场疫情过去的时候，希望
能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

生命像樟树一样常青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武汉街头各处下半
旗志哀。上午 10 时，防空警报鸣响，汽
车、火车同时鸣响，武汉和全国各地的群众
静立默哀，缅怀牺牲的烈士和逝世的同胞。

历史并未走远。让我们再一次回望离汉

通道关闭期间的这段记忆吧。
1 月 23 日，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

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
汉通道暂时关闭。

1月24日，湖北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

1月25日起，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相继
开工建设。

2 月 3 日，首批 3 家方舱医院开始改造
启用。

2 月 5 日，疑似和确诊病例“应收尽
收、应治尽治”工作开始。

2 月 11 日 ， 所 有 住 宅 小 区 实 行 封 闭
管理。

3 月 2 日，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隔离
治疗点全部实现“床等人”。

3月10日，武汉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3月17日起，支援湖北医务人员陆续分

批撤离。
3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0例。
3月25日，武汉城区疫情等级降为中风

险，武汉市部分公交线路恢复运营。
3 月 28 日，铁路部门恢复办理武汉市

17 个铁路客站到达业务，武汉轨道交通恢
复运营。

4 月 4 日，武汉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
97.2%，规上服务业企业复工率93.2%。

4月8日，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解除。
无论这条回顾的时间轴写到多么细致，

似乎都无法承载这段回忆的重量。70余个日
日夜夜的翘首以盼，各方力量的团结奋战和
衷共济，它烙印在每个武汉人的内心深处，
有坚硬的对抗，也有柔软的坚守。

4 月 5 日，在武汉龟山南麓的洗马长街
义务植树点，41位战疫代表共同种下了一片

“希望林”。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急诊科
主任医师付守芝，在战疫期间带领急诊科门
诊接诊数千人次，抢救重症患者和危重症患
者数百人次。这天，她种了一株樟树，她
说：“希望生命像樟树一样常青。”

江城五月落梅花

“武汉，每天不一样！”这句话曾是经过
一年多社会征集、专业机构设计、专家论
证和 80 多万次的投票推选出来的武汉城市
形象口号，面对这次疫情，它已有了更新
的内涵。

寒潮远去，繁花盛开，抗疫最艰难的时
刻已经过去，商场开门营业了、工厂运转起
来了，曾按下暂停键的武汉正在重启。都说
武汉只有冬夏，但这一次，我们等来了江城
的春天。不过，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保持
头脑清醒，合理有序放开，严格精准防控，
慎终如始。相信“不服周”的武汉人可以做
到，相信武汉可以继续“铆起”。

很多人说，疫情过后，一定要去英雄的
武汉看看。去吧，到站时你会听到广播里念
出那句熟悉的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
五月落梅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