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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疫疫””日记日记

何旻支援湖北，留在家里的丈夫苏
启旭也是安顺市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
他和儿子女儿也有话要说给妻子听。

2020年2月5日 贵州安顺 阴

老婆：今天是你跟着贵州医疗队援
鄂的第九天。我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
回家和奶奶一起带好好和辰辰，这九天
过得倒也不算漫长。

去鄂州这件事，你又是“先斩后奏”，
报了名以后才告诉我们可能要出一趟远
门。真是拿你没办法，硬着头皮告诉你
放心去吧！其实，我多少有些担心，不知
道你们具体会被分到湖北哪里？不知道
这一次你们要去多久？同样，也不知道

每天下班回家我能不能搞定家里的两个
小朋友。你也知道，辰辰晚上都是要你
哄着才肯睡觉。你出发的这几天，小家
伙每天晚上都要找妈妈，但好好会给他
说：“妈妈去看病人了。”两岁的小家伙已
经能听懂姐姐在说什么，他点头说着“病
人好了妈妈就会回来”，然后跟着姐姐回
卧室。等你回来的时候啊，你一定会发
现 11 岁的好好是个大姐姐了，2 岁的辰
辰也越来越懂事了。

作为双医家庭的父母，我们陪伴孩
子的时间不多，回家后谈论最多的也是
工作。现在你在鄂州，每天打电话回来
说得最多的也是医疗队在鄂州的工作情
况。你和我说，鄂州的医护同仁们正在
拼尽全力和病毒作斗争，看到这一幕你

很感动，所以，你们也会拼尽全力支援鄂
州，不辜负大家对贵州医疗队的信任。

这个春节我们没能和孩子的外公一
起过，我每天都会给爸爸打个电话，问问
情况，你别担心。现在啊，家里一切都很
好，我们等着你平安回来，然后一起去昆
明看海鸥。

老婆，好好和辰辰有话要给你说，
你听：

女儿：妈妈你在那边工作辛苦吗？
要注意身体，要按时吃饭和睡觉。家里
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也会和爷
爷、奶奶、爸爸一起照顾好弟弟的，我们
在家等着你凯旋而归！妈妈，加油！

儿子：妈妈，加油！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西秀区抗击疫情战役打
响以来，有这样一些组工干部家庭，他
们舍小家为大家。召回的号角一吹
响，他，在西秀组工一线坚守，确保基
层党组织在疫情防疫阻击战中积极主
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她，在医护一
线、防控一线奋战。抗击疫情，他们是
战士，转身家庭，他们是夫妻。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是最美的逆
行者。

“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固然重要，但是
一定要注意防护。”

“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和我们的
孩子。”

妻子周园是安顺市人民医院手术室
护士，怀孕八个月的她一直坚守岗位，年
三十的时候，直到饭点才姗姗来迟，下班

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
疫情发生后，作为西秀区组织部组

织一科负责人的徐镜翔主动取消春节休
假，第一时间返岗，积极参与到基层党组
织和党员作用发挥的情况统计工作中
来。本来春节稍有闲暇可以照顾接送妻
子上下班的他，只能化作一句“照顾好自
己”，便一头扎进工作中。西秀区行政中
心与安顺市人民医院仅一墙之隔，然而
夫妻两人各自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对方，
这一“墙”竟成了时间和空间上最厚
的墙。

“奋战路上不孤单了”

“你们俩就放心的回到工作岗位上
去，国家和人民需要你们！家里我和你
爸爸会照顾好的。”

“爸爸妈妈，我在家会乖乖的听爷爷
奶奶的话。”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春节阖

家团圆的节奏。农历正月初二，彭博和
妻子冯婷纷纷收到了单位的召回通知，
父母得知后表示非常支持，儿子和儿媳
都是党员，理应冲锋在前。简单地把年
幼的儿子托付给父母以后，两人便奔向
了这场特殊的战场。

彭博迅速加入到西秀区委组织部的
工作中，妻子冯婷作为西秀区市场监管
局的办公室主任，市场保价、价格监管、
处理相关投诉意见、劝停正在营业的商
铺……累并充实着。

家里少了一份团聚的温馨，多了一
份坚守的责任，为了同一个目标，夫妻二
人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

“我支持她，也为她感到骄傲！”

妻子何倩是普定县化处镇卫生院的
一名工作人员，因工作单位相隔较远，这
对新婚不久的小夫妻本就聚少离多，平
日里也只能周末见见面。疫情发生以

后，由于两人工作任务繁重，胡修长早出
晚归参与到保障基层党支部作用发挥的
工作中来，妻子坚守在化处镇一线，配合
卫生院其他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摸排、定
期测量重点户体温、及时上报相关数据，
农历正月初三返岗之后还未见过对方，
就连打电话都是匆忙说两句便急忙投入
工作。

“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但仍然坚持
返岗，前往防控一线。我支持她，也为她
感到骄傲！”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使命，妻子何倩的使命便是

“忘小我顾大家”。
疫情来袭，组工干部家庭奋勇向

前，西秀区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夫
妻，携手并肩，同心同向，在各自的岗位
上逆风而行。正是无数干部的默默付
出，才凝聚起这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磅
礴力量。

“李书记，请帮我家带5桶方便面、
10包QQ糖、一盒布洛芬胶囊，多有麻
烦，十分感谢。”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的这
些天，“小老者”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居家
观察点里各个受观察家庭发来的物资需
求清单。“既然是居家观察，不能随意出
行，生活上自然有许多不便，面对他们的
需求，我一定第一时间处理好，这是我的
本职工作，也是我的日常之一。”经开区
将军岩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吉祥，也就是
这位“小老者”，每天都关心着居家观察
点里每家每户的生活状况。

“您知道周围的同事们戏称您叫“小
老者”吗？”

“略有耳闻，但是没太注意。”
“您觉得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累嘛忙嘛就导致‘邋遢’了嘛，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工作量大强度大。
外在形象打理上就照顾不上了，加上我
年纪不大，这么一来，可能就使人看起我
来像一个所谓的‘小老者’吧。”李吉祥在
和记者谈到这个有趣的称号时，总是会
忍俊不禁，但最终，他还是很认真地向记
者表示：“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个称号是
同事们对我一种变相的认可，作为党员，
在工作中，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到疫情防
控工作中来。”

32岁的李吉祥于2019年7月任将
军岩社区党支部书记，担任书记工作还
不到半年，便遇到了这次牵动着每一个
人心的重大疫情问题，面对严峻的挑
战，李吉祥显得毫不畏惧：“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作为一名党员，国家
遇到了这个坎儿，我要冲锋在前，做好
模范。”

1月23日，收到上级传来的紧急通
知，李吉祥迅速回到办公室，通知社区工
作人员紧急上岗，开始开展宣传、登记、
排查等一系列疫情防控工作。大约从那
时起，办公室就成了李吉祥的“小窝”。
李吉祥说：“估计得有10天左右没回过
家了吧，都是住在办公室里，一方面是工
作量大，经常要忙到深夜，很多数据也需
要及时处理，住办公室里能提高不少工

作效率，其次是常跟涉外省人员进行接
触，不想把这份风险带给家里的人。”

将军岩社区所负责范围内的居民人
数、户数以及土地面积在安顺同级之中
都可以算是前列，更是经开区星光社区
下辖社区中体量最大的社区。任务量大
时间紧迫，将军岩社区依然动力满载，快
速全面地完成了前期疫情防控工作。从
1月29日起至2月2日，在上级部门、社
会其他单位、志愿者等多方大力支持下，
将军岩社区高质量、迅速地完成了对全
社区4900余户居民的宣传、登记、入户
排查等一系列前期疫情防控工作，同时，
隔离、消毒、观察等工作也井然有序、有
条不紊地开展着。

1月30日这天，为了劝诫受排查人
员进行隔离观察，可是差点“挤干”了李
吉祥的舌头。“当时排查到五名涉湖北
归来人员，通过信息核实是与其中的李
某某同属一家，当时采取的措施是要对
他们进行居家隔离观察，但是他们家当
时的态度比较强硬和抵触，不太能够理
解我们做这项工作的目的与这其中的
利害性。”李吉祥说到：“当时李某某最
常挂在嘴边的就是那句‘我没病，我家
人也没病，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们不需
要观察。’”

李某某抵触的态度与执拗的行为没
有让李吉祥有丝毫退缩，从中午12点左
右至晚上8点，一场沟通大会就这样开
展起来。期间，李吉祥从肺炎信息、疫情
情况、法律后果等各方面采取全方位的
宣传与劝说，同时还联系了单位领导、社
区民警、社区医生、居委会工作人员等一
同前来开展劝诫工作。终于，通过不断
地沟通，李某某一家认识到了事情的重
要性与自身的危险处境，晚上9点，李某
某一家被送到了居家观察点，这项排查
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提到这些，李吉祥总是说，当好社区
防疫“守门人”是本职工作，还有千千万
万的人在冒着比自己更大的风险，完成
更艰苦的任务。疫情当前，战斗在防疫
一线，就是我的义务与责任。

连日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来袭，平坝区公安局全警动员，
各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让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2月1日晚，气温骤降，冷雨纷纷。
吕天胜的手机多次响起，他知道那是妻
子打来的，年仅2岁的小女儿想他了。
45岁的吕天胜有着17年的党龄，是平
坝区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吕天胜知道
妻子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一定是小女儿
又在哭闹想爸爸了。但此时此刻他正在
贵安大道平坝区天龙段疫情防控检查卡
点，对过往车辆及人员进行排查、登记、
宣传及体温监测等工作。从下午上岗已
连续工作近8个小时的吕天胜顶风冒雨
毫无倦怠。电话渐渐不再响起，他知道，
女儿应该已经睡着了……雨还在不停的
下，警服已经浸湿了，气温还在往下降，
夜雨中，设在卡点一线的党旗迎风飘扬，
党旗下的党员先锋岗格外醒目。

春节前夕，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的
吕天胜原本计划利用春节三天的轮休带
妻女回兴义老家过年。但面对来势汹汹
的疫情，吕天胜第一时间取消了轮休，回
到工作岗位，得知局党委决定抽调警力到
一线开展疫情防控设卡检查工作，吕天胜
毫不犹豫主动请缨到贵安大道天龙卡点
执勤，“我工作时间比你们长，工作经验比
你们丰富一些，还是我先上吧！”同事说你
的妻女需要照顾，平时沉默少言的吕天胜
说：“作为一名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员民
警，疫情在前，我更要先上，而且我在一线
既可以参与设卡检查工作，还可以发挥优
势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一线，筑牢我们一
线堡垒，让我们党员先锋岗更好发挥作
用，打赢这场硬仗！家里的困难我能克
服，家人也会理解的！”他的话虽不多，却

掷地有声，执着坚定。
在贵安大道天龙卡点上一眼就能找

到那个身形消瘦的身影，戴着一次性口
罩的吕天胜此时正在配合卫生防疫部门
的同志对通行车辆车内人员开展体温监
测工作，“您好！请您出示身份证，请问
您这是准备去哪儿？最近去过外省市
吗？”身份证确认无误、体温监测显示正
常后，他还不忘向司机宣传防疫知识，嘱
咐注意健康卫生，降低感染风险。“我们
守着重要卡点，过了这里就进入天龙镇
区和平坝城区了，我们多做一点，多讲一
句，是对群众健康安全负责，也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只要稍有间隙，他还不忘向
身边同志宣传上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最新精神，给大家做思想发动和宣传鼓
劲，激发了一线同志的政治担当和先锋
意识，竭尽全力为辖区群众构筑起生命
健康的安全防线。每次换班吕天胜就会
躲到角落里看一看妻子发来的小女儿视
频和叮嘱的话语，千言万语积攒在他的
心底，最后也只是简单的编辑一句“别担
心，你们照顾好自己……”。

“守一道卡，护一城人”。吕天胜是
无数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公安民警辅
警的缩影，他们没有誓师大会，没有请战
书，但也在大年三十离开家，在亲人的牵
挂中义无反顾踏上征程；他们没有隔离
衣和防护面罩，只有一身警服和一只普
通的一次性口罩，却勇敢地站到了防控
疫情斗争的第一线、最前沿；他们没有惊
天动地的举动，一个敬礼，一句“您好，例
行检查请配合”，“减少外出、勤洗手、多
通风”、“感谢支持、谢谢配合”。广大公
安民警、辅警奋战在防控疫情的第一线，
夜以继日的工作，用责任为保障群众生
命安全筑起了坚实屏障。

探访基层民警的疫情防控工作

守一道卡 护一城人
□舒鏖 王道文 本报记者 詹艳

当好社区防疫“守门人”
□本报记者 张江隆

组工夫妻档携手并肩战“疫”情
□黄瑾 本报记者 罗希

一名安顺援鄂医务工作者的战“疫”日记

众 志 成 城 抗 疫 情

编者的话：
白衣天使，面对肆掠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他们暂

别家人，义无反顾奔赴援鄂一线。安顺市人民医院感染管理
科科长何旻是此次驰援湖北的贵州医疗队成员之一，在“加
油！我的战‘疫’日记”里，何旻记录下了战疫一线的点点滴
滴。我们将何旻的日记和她的丈夫苏启旭写给妻子的话在
此分享，一起感受来自这个最美“逆行家庭”的感人故事。愿
战斗在防疫一线的，像何旻一样的医务工作者们都能逆风飞
翔、乘风破浪，然后归来如往……

2020年2月5日 湖北鄂州 晴

1 月 27 日，正月初三，一个召唤，我
们开始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来到湖北鄂州后，很快就进入了战斗
的状态。这场疫情来得迅猛，让医院
有些措手不及，作为贵州援鄂医疗队
中感染管理科的医生，我和同事参与
了对医院进行流程的优化，对医院“三
区两通道”进行科学合理规划，这样
做，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把安全防护
工作做到最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患
者与医务人员。

这几天，在一线工作，我们每一个
医护人员都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平时在
几秒钟就能完成的一个动作，穿着防护
服就会受到限制，医务人员的体力消耗
也很大。因为隔离防护服密不透风，整
个身体捂在里面，有同事苦中作乐地说

到，“就像在蒸桑拿一样”。每次脱下防
护服、护目镜、口罩这些“装备”后，全身
都湿透了，脸上出现深深的压痕，手也
像泡在水里久了那样发白。不过，这些
都无法动摇我们拼尽全力救治病人的
坚定信心。为了快速找到战友，在防护
服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病人对我们肯定
时，我们会倍受鼓舞！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坚强”，想起
家里的父母和儿女时会情不自禁流
泪。我和老公都是医生，平时工作很
忙，孩子都是依靠老人们照顾着，心里
有些愧疚。记得出发那天，匆忙地回
家收拾行李，2 岁的儿子辰辰正在睡午
觉，我进房间都是轻手轻脚怕吵醒他，
出门时都没来得及看他一眼。

我很想对我 11 岁的女儿说，好好，
你一直都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那天
妈妈在收拾行李时，你想得很周到，给

妈妈准备了常用的感冒药、湿纸巾这
些很实用的东西。你担心妈妈没有时
间吃饭，叮嘱妈妈一定要好好吃饭，不
要吃方便面，多吃大米饭这些碳水化
合物，妈妈一定会做到的。好好，你知
道吗，那天妈妈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
打转，但妈妈怕你看到，你会难过，你
的乖巧懂事，妈妈很欣慰，也很感动，
我相信你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妈妈
答应你，一定会好好工作，保护好自
己，等战胜这场疫情，到时候我们一家
人去昆明看海鸥！

来这里后，我有了很多感悟，在美
篇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取名叫想想，想
把工作的点滴用图文做些记录。取名
想想，是因为我想要我们中国赶紧好
起来，想要疫情赶紧结束，想要大家都
恢复不用戴口罩的样子，尽情在蓝天
白云下过着自由呼吸的生活！

日记内容及图片来源于贵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幸福的一家四口（右一为何旻医生）

战战““疫疫””在防控一线在防控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