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负重“逆行”坚守抗疫一线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医护人员和后勤人员讲述抗疫一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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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很多人都会尽量

少出门、少去人多和病菌多的地

方。但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甘愿

放弃春节休假，舍弃与家人团聚

的机会，每天坚守在抗疫一线，

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戴上口

罩、护目镜和手套等，全力救治

患者。他们，就是医院的医护人

员和后勤人员。下面一起来听

听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医

护人员和后勤人员在抗疫一线

的故事吧！

护 士

化压力为动力
疫情当前互帮互助

疫情当前，广东省人民医院

南海医院的发热门诊忙得不可开

交。该院年前就从多个科室抽调

多名护士到发热门诊支援。站在

防疫一线，他们往往要承受比常

人更大的压力。

护士林润芬是从心外科调过

去的，她从年二十九开始就一直

值守在发热分诊和疑似病人观察

的岗位，她说自己虽然有压力，但

也要积极开解患者，对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

“年二十九那天中午接到电

话，说派我到发热门诊支援。当

时有点担心，担心身体会顶不

住。”接到任务后的林润芬马上告

诉丈夫，“丈夫很理解很支持！反

而是一向乖巧又心疼我的女儿很

是担心。后来经过我和丈夫的安

慰，她的心情才平复下来。”

“疫情当前，每个人难免都会

担心。我也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

带病毒者，连累家人和同事，所以

心理压力挺大的。但既然选择了

这个职业，就有救死扶伤的职

责。实际上，过来这边观察的病

人其实病情都不重，但是他们的

心理负担却很重，所以工作中除

了要安慰自己，还必须要对患者

进行心理疏导。”林润芬说，“有天

夜里收治了一个在校大学生，当

他听到自己要暂时留下观察时，

他的家人和他都非常紧张。最

后，经过我们反复的心理疏导，他

才安心住下来配合我们。”

而护士杨叶甚至还瞒着家

人，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现在的工

作。“在这种情况下，再跟家人说

我现在的工作，会让他们更加担

心的。”杨叶说，如今她还要小心

翼翼地应付家人每天必达的电

话。

当被问及支持她的动力是什

么时，杨叶哭了，她说是因为被护

士闺蜜们所感动，她们经常发短

信关心她，护长更专门煲了汤送

给她。“她们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行

动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非常

感谢她们。”杨叶感慨地说。

医 生

舍小家为大家
坚守一线全力“战疫”

1月23日，广东省正式发布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随

即进入“应战”状态。接到值班工

作的通知后，该院呼吸内科全体

医护人员立即动员起来，取消休

假，返回工作岗位。

本来计划到西岭雪山游玩的

呼吸内科医生张志海，听到疫情

信息后，不但立即取消了原计划，

还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发热门诊组

长的重任。提及穿起防护服的感

受时，他说：“其实穿上防护服和

防护镜的闷热和缺氧感，难受程

度远远比不上担心病人病情的那

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他表示，作

为一名医者，救死扶伤乃是初心，

守护健康正是使命。疫情就是命

令，特殊时期更加责无旁贷。

疫情来袭之时，同是呼吸内

科医生的陈嘉馨，家中八旬老母

亲恰巧生病在床。作为“家族医

生”，全家都盼着她能尽快回去主

持大局。但身为呼吸内科的主

任，她深知肩负的责任之重。当

她哽咽着告知老父亲有紧急任务

要执行的时候，老父亲坚定地说：

“我是一名老党员，明白疫情就是

战情！没关系，安心工作吧。你

的母亲还有我！”

救 护 车 司 机

24小时待命
一天跑了20趟

在街头呼啸而过的救护车，

是抗疫战中医院内与医院外的纽

带，同时也关系着急救转运的最

后一公里。

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中，急诊科救护车承担了很多医

学观察人员的转运任务。陈志铭

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的一

名救护车司机，今年春节期间，他

几乎都处在“值两天班，休息一

天”的状态。在值班期间，他需要

24小时待命。为此，他把手机和

救护车钥匙放在触手可及的地

方，电话一响，便立即出发。任务

重的时候，他一天来回跑了 20

趟。

大年初五上午10点，陈志铭

接到任务，需要运送一位疑似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面

对这样的任务，他也非常冷静，

“做好防护措施就好，我们的工作

就是这样。”为顾及患者及其家属

的感受，以及保护他们的隐私，陈

志铭会尽量将车开至小区的隐蔽

处。

要完成转运任务，他需要穿

上“七件套”，包括头罩、眼罩、口

罩、防护服、手罩、脚罩，以及鞋

罩。每完成一趟运送任务，“七件

套”就要重新换掉。有时因为任

务紧迫，他甚至来不及吃饭。“要

是回来晚，就吃些干粮。现在医

护人员都值守在自己的岗位，自

己也需要出一分力。”

据了解，广东省人民医院南

海医院每天需要满足三台救护车

的人员配备，有8名救护车司机

进行轮值，24小时待命，以保障

救护车随时可以到达有需要的地

方。

对急诊科的救护车司机而

言，生活从来不分节假日和工作

日，陈志铭也很少有时间陪伴家

人。“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家

人都对我的工作表示理解，只是

不断叮嘱我要做好防护措施，这

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他表示，家

人对自己工作的支持就是他最大

的动力。

撰文/邹韵斯供稿陈倩莹

除夕当天中午，叠滘社区卫生

服务站的朱沛坚和虫雷岗社区卫生

服务站的李艳蕾，带着孩子，驱车

一百多公里回老家与父母团聚。

没想到，当天就收到“立即取消休

假、回佛山待命”的紧急通知。

疫情就是命令！朱沛坚夫妇

向年迈的父母说明情况。尽管不

舍，但老人还是表示理解，并一再

叮嘱他们要注意安全。匆匆吃过

午饭，朱沛坚和李艳蕾便带着孩

子赶回佛山。

回佛山后，抗疫工作形势愈

发严峻。朱沛坚和李艳蕾不但是

医生，还是站点负责人。他们不

仅要坐诊站点，还要传达会议精

神、组织学习培训、安排人手下

乡、填写统计报表、与各部门沟通

等。“当我意识到疫情工作任务将

会越来越重，接下来很可能没办

法照顾孩子时，只能请老父亲从

江门来到佛山帮忙带孩子，好让

我们能专心投入战斗。”李艳蕾

说。

大年初三，来自不同站点的

两人分别接到任务：晚上要派人

在海怡大桥高速路入口的测温

岗值守，他们同时报了名。晚上

八时，朱沛坚和李艳蕾到达测温

岗。夜晚的海怡大桥寒意料峭，

刚下车，李艳蕾就不自觉地打了

个寒战，冷风直往她脖子里钻。

他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为过往

车辆人员一一测量体温，不遗漏

任何一辆车。

晚上十一点多，两人已在寒

风中坚守了三个多小时。朱沛坚

心疼妻子，对她说：“你冷不冷？

你先进去休息一会，这有我。”“我

能行！”李艳蕾说。

两人相视一笑，彼此传递着

关心和鼓励。这种默契，只有共

同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得什么是

坚持，什么是爱。

“逆行”夫妻档共披战袍抗疫情
桂城社卫中心3个双职工医生家庭讲述“战疫”中的感人故事

2020年刚开春，新冠肺炎便来势汹汹，打破了新年的喜
悦。除夕当日中午，桂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称“桂城
社卫中心”）医务人员收到了“取消休假、回佛山待命”的通知。

疫情就是命令！300多名桂城社卫中心的医务人员，迅
速回到岗位，走上了抗击新冠肺炎前线。在高速路口的寒风
中值守、深入社区对返回桂城的疫情发生地人员监测体温、在
医学观察留观点监测密切接触对象、回到卫生站接诊让市民
小病免于跑医院……他们，为南海“战疫”贡献力量。

在这支抗疫队伍中，有一群特殊的“搭档”——在生活里，
他们是相守的夫妻；在抗疫战中，他们共披战袍，是患难与共
的战友。一起来看看桂城社卫中心3个双职工医生家庭，在
“战疫”中的感人故事。

廖承广是东二社区卫生服务

站站长，妻子欧阳喜花是虫雷岗站

的护长。他们有一个11岁的儿

子。

平日里夫妻俩工作忙碌，很

少带孩子出去玩，小家伙日盼夜

盼，就盼着春节假期爸爸妈妈可

以陪他去逛花街、买玩具。然而，

就在除夕这天，抗疫的集结号吹

响了。

疫情当前，不容耽搁，廖承

广夫妇迅速做好了各项准备工

作。但面对孩子充满期待的眼

神时，廖承广和欧阳喜花却心生

愧疚。当他们无法开口时，聪明

的儿子似乎意识到，主动说：“爸

爸，你和妈妈又不能带我去玩了

吗？”

“是啊。儿子，很抱歉。现在

疫情十分紧急，爸爸和妈妈必须

回到工作岗位上。”欧阳喜花安慰

道。

“你们不去可以吗？”儿子委

屈巴巴地说。

“儿子，总要有人做疫情防控

工作的。你知道钟南山爷爷吗？

他84岁了都不能休息，我们干这

行，就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廖承广摸摸儿子的头。

儿子低下了头，沉默了一会

后，忽然抬起头来，冲廖承广和欧

阳喜花一笑：“那好吧。爸爸妈

妈，等你们忙完了，记得带我去

玩！”

儿子的懂事，让廖承广和欧

阳喜花更加心疼。“希望儿子长大

后，能明白爸爸妈妈肩上扛着的

责任！”廖承广说。

莫林沛是平西社区卫生服

务站的医生，而妻子潘海霞是文

翰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护士。除夕

那天，莫林沛夫妻带着两个儿子，

开车回到200多公里外的老家，

准备陪父母过年。农历新年对于

他们一家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意

义——大年初一是小儿子的生

日，年初二是莫林沛父亲的寿

辰。一家人早已计划好，要办生

日会。

“全体同事取消休假，速回佛

山待命。”一家人正吃着午饭，莫

林沛和潘海霞同时收到工作通

知。

看到这样的消息，老父亲焦

急地问道，“这就回去啦？”

“爸，对不起，我们……”莫林

沛向父亲解释实际情况。

“没事，没事，我理解的。我

是怕你们太忙，照顾不了孩子。

这样吧，两个娃儿留在这陪我过

生日，我来照顾？”老父亲说。

父母的体谅，让莫林沛和潘

海霞感动不已。依依不舍地告别

了老父亲和儿子，他们便匆匆开

车返回桂城，和众多医务人员一

起，投入到繁忙紧张的抗疫一线

工作中。

这几天，夫妻俩忙碌着参与

日常体温监测，门诊坐诊，和到留

观点值班。他们只能在短暂的休

息时间，通过手机视频与家人联

系，祝老父亲和儿子生日快乐。

“只有抗疫胜利了，人们的生活才

能恢复正常。我们的努力，就是

能让更多老百姓，与亲人能够团

聚。”莫林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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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忙完，记得带我去玩”
◎家庭：廖承广、欧阳喜花夫妇

夫妻深夜值守高速测温岗
◎家庭：朱沛坚、李艳蕾夫妇

“你们去忙，孩子我来照顾”
◎家庭：莫林沛、潘海霞夫妇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呼吸内科团队团结抗疫。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呼吸内科医生正在查房。

■朱沛坚在测温岗给过往车辆人员测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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