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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疫情，我没有成家没有孩
子，这个时候我应该往前冲，我要去
武汉！”锦州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科
护士刘芸含得知组建医疗队奔赴前
线的消息后，向医院请战。

1993 年出生的刘芸含虽然年
轻，但考虑到她出色的业务能力和
爱岗敬业，锦州市中心医院最终批
准了刘芸含的请求。

刘芸含的父母担心她的安全

并表示反对，刘芸含就劝慰他们
说：“我是医护人员，现在国家需要
我，我就应该去，你们不用担心，我
会做好防护的。”父母认为刘芸含
说得在理，也就不再阻拦。

1月26日，辽宁首批支援武汉
医疗队到达武汉，经过短暂的培
训，三天后，刘芸含便和队友在武
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协和江北医
院的ICU病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新冠肺炎患者主要病变在肺
部，很多病人上呼吸机、气管插管
就会痰多，如果痰吸不干净，随时

会出现生命危险。
刘芸含时刻守护在患者周围，

听诊、观察、吸痰，有的病人痰多而
黏稠，经常会堵塞吸痰管。为了保
证病人呼吸顺畅，刘芸含常常根据
病人情况加大吸痰频次，确保每一
个病人的痰液都被吸得干干净净。

病人痰内含有大量病菌病毒，
稍不小心就可能被感染。“顾不了
那么多，我们首先做好防护，然后
就是用最专业的操作，让病人得到
最大的生命保障。”刘芸含说。

在重症监护病房，戴着口罩、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和患者说几
句话都感到很吃力。但为了与时
间赛跑，刘芸含给自己下了死命
令：不吃不喝不上厕所。8小时下
来，衣服湿透，饥肠辘辘，加上长
时间的憋闷，她走出病房时，常常
是头晕目眩、站立不稳。尽管如
此，下一个班，她还是准时出现在
患者身边。

一天，转来一个年轻患者，一
看到病房里抢救重症患者的情景，
瞬间就崩溃了，浑身无力，不愿进
食，也不配合治疗。见此情况，刘

芸含就耐心地陪着并不断安慰他，
打消他的恐惧，劝他进食。这个患
者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刘芸含
就一口口喂他。没力气翻身，刘芸
含就和同伴帮他翻身。渐渐地，患
者的情绪稳定了，开始积极配合医
生治疗。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刘芸含
都承受着接近极限的压力。“只要
能救治患者，吃这点苦不算啥。”刘
芸含说，经过这次锻炼，她感觉自
己一下子长大了不少，处理事情比
以前从容了。

90后刘芸含：能救患者吃点苦不算啥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姜义双 杨靖岫

驰援湖北，抗击疫情，辽宁
2000多名“白衣战士”选择了逆行
而上！对他们而言，厚重的防护
服就是战袍。战袍不仅是隔离病
毒的屏障，更是传递温暖与力量
的载体。

隔离病毒，隔离不了爱。“武
汉加油”“我想你们”……最美逆
行者纷纷在战袍上写下战斗“宣
言”。一字一句，尽显家国情怀。

特殊时期，医护人员在防护服
上写下姓名，既方便患者，也方便
自己。但是，当“加油”之类的字句
出现在防护服上时，战袍就变成了
给患者打气、战胜疫情的“神器”。

“加油”完全可以有升级版。
辽宁省首批驰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的曹丽华医生在防护服上写道，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宛如战斗
号角！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有的
医护人员防护服上的话语同样励
志，“舍一己安危，筑一道防线，守
一方平安！”

与亲人远隔三千里，思念挥
之不去。来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的医生刘新宇在战袍上
对妻子和女儿倾诉：“我想你们。”
几许相思，几多牵挂！

远离亲人的日子，总有一些
特殊的日子必须牢记，比如自己
以及家人的生日。在防护服上写
下“生日快乐”的同时，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的护士孙丹丹
默默许下生日愿望：“愿山河无
恙，医患平安！”儿子一周岁生日
那天，盛京医院的护士刘馨羽在
防护服上表达祝福。她说，可以
想象，儿子长大成人后会自豪地
拍着胸脯说：“2020年，我妈妈在
湖北武汉，祝我生日快乐！”

出门在外，家乡的味道最难忘。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护士任莹在抗疫日记中透
露：想吃酸菜、想吃锅包肉，并将心愿写在了防
护服上。没问题，她念念不忘的家乡味儿，亲人
们给安排！几天后，社会各界捐赠、满载辽宁特
产的货车就到了武汉。

逆行并不独行。对此，锦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二病区的护士杨谦也深有感
触。4天前，在武汉雷神山医院A12病区，她身
穿写满名字的防护服准备进舱。几十个人名，
都是她在锦州同病区护理姐妹的名字。身在家
乡的她们，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奋战在武汉抗疫
一线的战友。杨谦说：“我要‘带’着科室家人们
一起上夜班，这背后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力量！”

战袍写满鼓劲、祝福、思念，支撑着我们不
断驱散早春寒气，迎来明媚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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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派记者董翰博
田勇襄阳报道 宜城清零！保康
清零！南漳清零！3月11日，随着
当地最后两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在辽宁医疗队对口支援的襄阳市
南漳县人民医院治愈出院，南漳县
诊断报告的病例（除死亡病例外）
全部治愈出院，实现清零。至此，
我省对口支援襄阳的 4 家县级医
院中，宜城市人民医院、保康县人
民医院、南漳县人民医院已实现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清零，医院所在县
（市）也已实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疑似病例清零。

统计显示，截至 3 月 12 日 17
时，辽宁援襄医疗队管理病区8个，
床位 157 张，累计收治患者 375 人
（确诊101例、疑似及其他274例），
累计临床治愈患者268人（确诊78
例、疑似及其他190例）。累计诊治
重症、危重症患者合计133例，成功
缓解78人（确诊13例，疑似65例）。

“分片包干、对口包县、整建制
接管”是辽宁援襄医疗队在救治力
量安排布局上的特点。本次对口支
援襄阳市的4个县（市）中，省人民医
院负责南漳县人民医院和宜城市人
民医院；省金秋医院和省肿瘤医院
共同负责保康县人民医院；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和附属盛京医
院共同负责枣阳市中医院。抵达襄
阳后，几支医疗分队迅速行动，毫不
畏惧地投入防控救治工作。

辽宁援襄前方指挥部高度重
视医院感染控制工作。在院感防
控方面，遵照控制传染源、切断传
播链原则，在襄阳市的支持下，辽
宁援襄医疗队负责的 7 所医院均
进行应急改造，做到洁污分区、洁
污分流，平面布置严格按照“三区
两通道”原则划分污染区、半污染
区和清洁区，区分传染病病人进入
病区的流线，区分医护人员内部作
业流线，确保医护人员不被感染。

在远程会诊方面，包括襄阳4
所县级医院在内的 7 所受援医院
已全部开通了与后方的远程会诊
平台。眼下，在我省，依托辽宁—
襄阳新冠肺炎远程会诊中心，58
名专家正 24 小时值班与前方对
接，开展疑难和危重症患者的远程
会诊、远程查房、疑难病例讨论。
目前已进行远程会诊 22 例，远程
查房 13 例，极大缓解了当地医院
的压力。

我省援襄三家县级医院实现确诊病例清零
截至昨日，辽宁援襄医疗队累计临床治愈患者268人

本报讯 记者关艳玲报道 截
至3月11日15时，省慈善总会累计
接收抗击疫情捐赠款物总价值
18013.2万元。

累计接收的捐赠款物中，接收
捐款 15982.43 万元，已按捐赠人意
愿使用了7065.9万元，其中：定向转

出使用1295.1万元、为辽宁支援湖
北医疗队人员发放慰问金使用
3910万元、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后勤
保障组采购防护用品及设备使用
1860.8 万元。目前，有 8916.5 万元
待使用，其中：532万元用于慰问辽
宁支援湖北医疗队人员、8384.5 万

元待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后勤保障
组用于采购防控物资和设备及定
点治疗医院建设。累计接收定向
捐赠的口罩 203.3 万只、防护服 8.8
万 套 、隔 离 服 4280 套 等 ，价 值
2030.73 万元，已全部按捐赠人意
愿直接发给使用单位。

省慈善总会累计接收
抗疫捐赠款物超1.8亿元

无论在武汉，还是在沈阳、朝
阳，哪里有重患，哪里就有他们的
身影。疫情面前，他们是最硬核
的“逆行者”，是人民健康的守护
者。他们就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的“白
衣战士”。

“我们团队是能打硬仗、能打
胜仗的队伍，只要有需要，我们随
时上！”中国医大一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马晓春说，疫情发生后，他们

马上做好“战斗准备”。1月21日，
中国医大一院接收了沈阳首例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重症医学科的几
名医护人员成为首批支援隔离病
房的勇士。

疫情蔓延，武汉告急，中国医
大一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丁仁彧
作为辽宁重症医疗队队长，带领
科室及省内其他医院的重症骨干
千里驰援。之后，医院连续派出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栾正刚等人增

援武汉，团队里的战士从没有犹
豫和退却。

降低重症病亡率是医疗队的
使命。“我们就是要跟死神较量，
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在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病区，丁仁
彧带领一支插管小分队，每天与
死神抗争。

荆楚之战未休，守城之战犹
酣。中国医大一院重症团队作为
守城的主力军，在马晓春带领下，
进驻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沈阳中
心，肩负起全省重症患者的救治重
任，他们一次又一次将重症、危重

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日前，我省首例使用“人工肺”

救治的危重症患者在沈阳治愈出
院，而通过“人工肺”抢救成功、治
愈出院的病例在全国数量并不
多。成功的背后，离不开马晓春牵
头组建的省重症救治专家组的齐
心协力，也离不开中国医大一院重
症医学科里的“红色娘子军”。

被视为续命神器的“人工肺”
系统，需要医护人员 24 小时不间
断观察机器转数与流量、氧气瓶余
氧状态，调整抗凝药剂量及速度。
为了救治这名危重症患者，中国医

大一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章志丹
常驻沈阳中心，盯牢患者的每一项
指标变化。来自中国医大一院重
症医学科的 10 名优秀护士，组成
危重症患者 ECMO 护理小组，对
患者进行悉心照护。当朝阳一名
患者病情加重后，她们中的一部分
人又跟随朱然教授率领的医生团
队转战朝阳。

无论付出多少辛苦，她们从未
抱怨过，成为抗击疫情中最强的

“她力量”。3月8日，中国医大一
院重症医学科被评为“辽宁省巾帼
文明岗”。

“我们是能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
本报记者 王敏娜

（上接第一版）
老孟负责的辖区有近百家各种

经营场所，他上午转一圈，下午转一
圈，一个不漏地检查关停情况。加
上全镇40多个执勤点，哪里有突发
情况他和同事都要赶过去处理，一
天下来要奔波150公里左右。

2 月 29 日，已经值了一个夜班
的孟宪龙要求再值一个。他说，
大家平时体谅我，替我分担不少。
今天是周末，大家都回家好好休
息一下。

当夜，老孟核对信息数据一直
加班到晚上10时，在杨春雷的再三
催促下，才停下手头工作回到休息
室。令人痛惜的是，这一睡他再也
没有醒来。

“我的辖区，我负责”

赵玉发是孟宪龙十年的工作搭
档。他说，最近老孟好像什么病都
没有，入户走访、排查核实返乡人
员、督促检查场所关停，浑身上下有
一股子干劲，走起路来裤脚都带风。

只有老伴知道，老孟是在强忍
病痛工作。由于化疗，他的身体十
分虚弱。派出所在二楼，爬十几级
台阶都要歇几歇。为了适应高强度
的工作，一把一把地吃药。老孟牺
牲后，同事们把药盒摞起来，足有一
尺多高。众人见了，无不泪目。

所长张焱常对老孟说：“你身体
不好，在家多歇着，有事我叫你。”可
老孟膀胱癌手术出院不到一周，就
回到班上。“所里人手少，我不上班，
别人就得替我干，我哪能在家躲清
闲”，老孟对老伴下了封口令，不准
和同事说病情，不准劝他回家休
息。为了照顾老孟，老伴把耕地包
给了别人，在派出所附近租房，每天

护送老孟上下班。
大五家子派出所有4名民警、5

名辅警，辖区面积257平方公里，人
口近2万人。其中，老孟的辖区有5
个村、48 个自然屯、3000 多户。大
年初十半夜11时，上级突然下达核
查人员任务，核查地点在老孟的辖
区。刚要躺下休息的老孟穿上衣服
就要出门，所长心疼老孟的身体，赶
紧把他拦下：“你今天太累了，我去
吧！”老孟只留下一句“我的辖区，我
负责”便走了。等他核查回来，天已
经大亮。

孟 宪 龙 的 家 距 派 出 所 只 有
1000米，从领受疫情防控任务到牺
牲在岗位上，他只回过5次家，每次
停留不到 15 分钟，换身干净衣服，
便急匆匆出门。

对罪犯至刚对群众至柔

在所长张焱眼中，老孟是个有
勇有谋、至刚至柔的人。

孟宪龙1988年参加公安工作，
先后在多个派出所担任驻村民警，
虽然不是刑警，也参与侦破过多起
大案要案。2014 年 7 月，大加生村
河南屯发生命案，老孟接警后迅速
赶到现场，面对持刀对峙的犯罪嫌
疑人，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成功将其
抓获。

面对犯罪分子，他敢于迎着刀
子上。面对群众，他却是侠骨柔
情。村民遇到大事小情，总是第一
时间给他打电话。不大会儿老孟准
到，盘腿上炕，笑呵呵唠家常，推心
置腹解纠纷。

2018 年 3 月，村民张庆贺家 12
只羊羔被人偷走，孟宪龙开车追了
5个小时，一直追到内蒙古自治区，
愣是把羊一只不少地送回张庆贺家

里。从此，老孟成了他的“安达”。
2018年8月24日午夜，村民报

警称家里的4只绵羊从羊圈跑出去
了。老孟立即驱车来到山沟深处的
村民家中。看到他们心急如焚的样
子，老孟二话不说，深一脚浅一脚地
进山找羊。直到天色渐亮，才在山
洼深处找到走失的绵羊。

村民因地界不清动起手来，老
孟亲自拿尺丈量，3 小时后双方握
手言和；路遇走失的智障女子，老孟
端水送饭，一路护送到家；婆婆因与
儿媳不和闹到派出所，老孟苦口婆
心地劝解，老人终于破涕为笑……

从警以来，孟宪龙处置过2200
余起警情，参与破获 500 多起案
件，调解群众纠纷 700 余起。没有
破获大案的高光时刻，也没有惊天
动地的事迹，孟宪龙是千千万万基
层民警的缩影，他们对党忠诚、舍
身忘我、心系群众、甘于奉献，如孺
子牛一般，不断地发光发热，温暖
了百姓，践行了初心，护佑着一方
平安。

警徽荣耀，热血铸就。英雄的
诞生并非偶然。他们是人民警察，
是父母眼里“见不着影儿”的孩子，
是妻子口中“聚少离多”的丈夫，是
儿女记忆里“总在加班”的爸爸。

阜新市委追授孟宪龙“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并作出向孟宪龙同志
学习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学习他
对党忠诚、舍身忘我、心系群众、甘
于奉献的“孺子牛”精神。这种精神
将激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守初
心、担使命，在抗击疫情、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维护稳定中凝聚起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以平安幸福致敬英雄，以发展
成就礼赞奋斗者，这是对孟宪龙最
好的纪念。

警徽荣耀 热血铸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