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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馨羽作为盛京医院重症专科护士驰援武
汉，在儿子一周岁生日那天，让同事在防护服上
写上“郡郡生日快乐”，但拒绝录小视频发给孩
子，“万一我说着说着哭了怎么办，眼镜口罩湿
了就没办法干活儿了！”3 月 11 日，刘馨羽记录
了在前方工作的感想：

每天工作前在防护服上写什么字，成了我
们必修的“课题”，这样既能让战友们认出彼此，
又能给对方以安慰和鼓励。那天，战友问我：

“馨羽，你在防护服上写什么字？”我没有犹豫，
说：“就写‘郡郡生日快乐’吧，今天是我儿子郡
郡一周岁生日。”

话音未落，周围的气氛瞬间有些伤感，大家
准备给我录一段小视频发给儿子，我立刻摆了
摆手：“不行不行，万一我说着说着哭了怎么办，
眼镜口罩湿了就没办法干活儿了！”是的，我怕
自己哭，我想儿子也一定不想看见我哭。一年
前的今天，我生下了宝贝儿子，今天是他来到这
世界上的第一个生日，我用防护服上的这 6 个
字祝他生日快乐。我甚至能想象到多年以后，
臭小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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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自己的房间已经是凌晨一点，来不及
收拾，第一时间给千里之外的爱人发了一条微

信：“一切顺利，不必挂念”。微信那边很快回复
“早点休息，等你回来”。简短平淡的八个字，竟
使我眼眶瞬间有些酸涩，我能想象电话那边的
爱人是如何辗转反侧等待着我的消息，甚至于

我的一声“一切顺利”已然成了他的“催眠药”，
唯有听到、看到这几个字，他才能入睡。我们之
间似乎有了一种默契，尽量少打电话，尽量不视
频，因为，我怕他们担心，他们怕我想家。

有一天我搀扶一位重症病房的老奶奶去卫
生间，她用力地握了一下我的胳膊，说：“姑娘，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我还能好吗？”老奶奶
把“能”这个字音说得很重，我能体会到她的焦
虑。虽然隔着护目镜，但我知道她努力地想看
见我的眼神，等待着我给她一个肯定的答案，

“放心吧奶奶，我们都是强者，只是生病了，现在
全国都在支援我们，很快就会好了。”奶奶点了
点头。

疫情令很多人失去了与亲人面对面的交流
机会，漫长的隔离治疗中，人会有身处孤岛一般
的感觉，很多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我们是彼此
最值得信赖的依靠，让我们一起等春暖花开。
我也深刻地意识到，患者的体温固然需要关注，
但他们心灵的温度同样需要呵护。

病房中住着同时感染新冠肺炎的一家三
口，当夫妻俩被治愈达到出院标准时，二人竟找
到医护人员，询问能否等尚未痊愈的儿子一起
回家。是啊，此时病毒对于他们来说早已经无
所畏惧，是亲情的力量让他们彼此搀扶，坚定前
行。疫情面前，这份执着的爱，让我们这些白衣
战士，更坚定了奋战到底的勇气。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雷神山医院的护士和患者一起跳起了兔
子舞，病房里响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3月 11日，来自营口市中心医院的武汉雷
神山医院A9病区护士长董丽在教病房患者做
一组简单的呼吸操。“呼、吸、呼、吸。”一组简单
的呼吸操锻炼，可以有效地改善肺功能，将浅
而快的呼吸变成有效呼吸，增加肺活量，经常
做呼吸操可以强身健体，提高血氧饱和度，预
防因呼吸肌疲劳而引起的呼吸衰竭。

“护士长我们一起跳个舞吧。”做完呼吸操，
一位“调皮”的患者邀请董丽一起跳“兔子舞”。
用手机放出音乐，嘴里喊着轻快的节拍，一名患
者、两名护士，跳得很开心，逗得其他病人也哈
哈大笑。一位患者开玩笑说，“病好了我也不回
家，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很快乐。”

患者们不知道，几段兔子舞跳下来，董丽
的隔离服内里已经被汗水打湿，但她却觉得开
心而充实，“能帮助到患者，做一些有益于患者
的事，一切都是值得的。”

董丽和其他来自辽宁的队友在雷神山已
经奋战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里医护人员共同
努力，已经出院11名患者。为了更多患者的康
复，董丽和其他队友们一直坚持努力着。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驰援日记之群英谱

防护服写字 祝儿子一周岁生日快乐

刘馨羽在防护服上写字为儿子送上生日祝福。 受访者供图

3 月 8 日，雷神山医院 A3 病区。早晨 8
点，来自辽宁抚顺市中医院的护士张韵岩和
周珂仔细查看着每位患者，接班后她们开始
进行静脉输液、雾化吸入、监测生命体征、分
发口服药等护理工作。11点20分，正当她们
巡视病房时，病房走廊里突然传来断断续续
的哭泣声……

两位护士立即顺着声音分头寻找，当走
到15病房时，她们发现27床的大娘正手里拿
着刚挂断的电话伤心地哭着……

张韵岩和周珂便一直陪在大娘身旁，紧
握着大娘的手，为她擦拭泪水。慢慢地大娘
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向她俩讲述了自己的情
况。大娘年前感染新冠肺炎被隔离治疗，家
中有久病卧床的老父亲和一个独自带小孩的
儿子。身处医院的大娘却什么都做不了，心
中焦急万分。

张韵岩和周珂不断地安慰这位年过六旬
的大娘，直到大娘不再流泪才离开病房。

她俩又凑500元钱送到大娘手中，大娘又
惊讶又感激，泪水夺眶而出，“你们不顾自己
的安危，大老远地从东北来救我们，我已经感

激不尽，怎么可以再要你们的钱呢？”两位姑
娘握着大娘的手说：“大娘，咱们是一家人，是
亲人，您踏踏实实的安心养病，早日康复，就
可以早日回家了。”

辽沈晚报记者 李文慧

小区没有物业，社区人手不够，居民们自发
组成志愿者队伍，守卫小区住户的平安和健
康。在这群年纪大多在40岁上下的志愿者中，
一个女孩尤为引人注目，她叫张力仁，是名读大
二的“00后”：“虽说这时候宅在家里就是为国家
防疫做贡献了，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还
是可以多做点，就去当了志愿者。”

忍受了完全不保暖的寒冷值班室，克服了
去敲门走访的不好意思，张力仁很快就成为了
一名合格的志愿者，但是近期学校开始上网课，
她正为自己要“缺勤”为难时，父亲主动提出要
接替她的岗位，完成了父女志愿者工作的“无缝
对接”。

“其实最初产生去做志愿者的想法也是因
为看新闻，当时疫情挺严重的，但是武汉那边就
有不少志愿者在一线抗击疫情，当时我就想能
不能也学着人家做点什么。”张力仁就读于辽宁
科技学院，是一名大二的学生，产生这个想法
后，她发现原来自己身边就有做志愿者的机会。

张力仁家所在的丹东安民镇鑫园小区是个
无物业管理的小区，防疫工作开展以来，小区里
的居民自发成立了志愿者队伍参见战“疫”。他
们戴起红袖章、立起警示牌、挂起横幅标语，对
小区车辆和居民严格实行“一车一证、一人一
卡”的管理，并且对所有进出人员进行测温、登
记，真正守住了小区的“第一道防线”。

“知道他们都在做什么之后，我也想参加，
可是这些志愿者都是大人，不知道他们能不能
愿意让我加入？”张力仁说自己本来也有点担心
被“嫌弃”年纪小，但是去试着问了一下，居然得
到了同意，于是她马上回家和父母商量，也很顺
利地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2月14日，张力仁正式“上岗”，一开始她被
分配到和别的志愿者一起入户走访，分发出入
小区登记的门卡。第一次敲门的时候还有点紧
张，可是后来发现大多数人都挺配合的，张力仁
放下心来，也慢慢适应了志愿者的工作。

有认识的邻居看张力仁大冷的天在外面登

记值班，还挺惊奇地问她：“别的孩子都在家玩
儿呢，你在这干嘛呢？”张力仁就解释说小区人
手少，自己是来帮忙的，结果收获了一波邻居的

“点赞”。
除了每天对小区进行消毒、清扫，大多数时

间志愿者们要坐在小区门口的值班室里为出入
人员测温登记，这个看似毫不费力的工作，其实
却挺遭罪的，因为值班室真的太冷了——屋里
没有暖气不说，大伙进进出出的登记，让屋里完
全保不了温，在里面坐一会儿就冻透了，值班人
员只能靠原地多动动来维持体温。

知道他们这么辛苦是为了小区所有人的健
康和安全，有居民给他们送来了暖手宝，社区也
煮了热热的红糖水给他们驱寒。“虽然身上冷，
但是这些事让我们觉得心里暖和，都特别感
动。”张力仁说。

转眼间，张力仁已经做了将近半个月的志
愿者，在这些日子里，她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前
几天学校开始组织上网课了，张力仁觉得有些

为难：“上课了，志愿者这边我就没法总去了，可
是就这么说不去就不去了也不好，既然做了就
应该坚持下去的。”她在家里和父母聊天的时候
顺嘴说了一句，却没想到父亲马上表示可以替
她去继续值班。

于是张玉春从女儿张力仁的手中接过了志
愿者的接力棒，继续参与小区的抗击疫情工作。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跳兔子舞给患者减压

志愿者女儿开始上课了 父亲“接班”上岗

雷神战役 90后早当家 大娘病房里急哭
这时“辽宁亲人”出现了

护士张韵岩和周珂。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