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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的黎明（版画）
张 弛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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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芳，是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的朋友，最
近，她被“封”在一座城里，这座城叫武汉。

我和小芳同在的这个微信群，叫武汉
胜利战友群。你会说，现在就喊“武汉胜
利”是不是早了点？其实，这个群存在好
几年了，群名早就定了“武汉胜利”——他
们是当年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部分战友
组建的群。我是以家属身份被拉进这个
群的，进群后才知道他们有歌队的、舞队
的、曲艺队的，还有京剧团的。每逢相聚，
欢歌笑语，战友情深，芳华依旧。

初次见到小芳，是那次我们组团出
游，约好从武汉出发。开车来接我们的
小芳英姿飒爽，我问她是团里谁的女
儿？她笑了，说：“不是谁的女儿，我就是
团里的。”原来，小芳属于战友中年龄最
小的一批。现在的她依然像30多年前那
么漂亮，尤其是轻盈的身材，一看就知道
当年是舞蹈队的。联欢时她总会被哥姐
们推上台，跳一段《白毛女》里的“北风吹”
或《红色娘子军》里的“万泉河水清又清”。

新年伊始，猝不及防间，新冠肺炎疫
情侵袭了武汉。1月 20日“大寒”，全国
普遍降温，北京更是下起新年的第一场
雪。小芳在群里发了一句：“我有点发
烧。”哇！我们整个战友群都“晃”了一
下，大家的心揪紧了。一声声问候、一句
句叮嘱，哥哥姐姐们都不知怎样才能帮
助这个身在疫区的“小”战友。群里当过
卫生兵的医生丹江姐问诊后安慰她：别
紧张，服药后多喝水。那一晚熬过，小芳
发来“烧退了，咳也见轻”的信息和一个
笑脸。可平静下来没多久，整个武汉的
疫情迅速蔓延，武汉“封城”的消息公布
了。小芳毕竟当过兵，她镇定地告诉大
家，我不会逃离，就封在家里抗疫情！

封城的日子，小芳及武汉的战友们
多么需要关爱啊，那些天，每个人都关注
着群里的信息。网上的消息满天飞，一
出现明显编造没有根据的帖子，马上就
有人@小芳：“别信，假的。”小芳就回：
“不信。”武汉“封城”后，公交、地铁停运
了，武汉二桥的灯光秀熄灭了。那天，小
芳发了从窗口拍到的黑漆漆夜空的视
频，可想她的心情有多低落。北京的珠
珠姐先发声了，她是当年领小芳进文工
团舞蹈队的编导、老师，是小芳最信任的
大姐。珠珠姐说：“芳芳别怕，我们和你
在一起！”瞬间，群里跟了一片“芳芳别
怕，我们和你在一起！”小芳回了一个流
泪的表情，说：“我好想哥哥姐姐们！”

我们去年国庆期间同去旅游时，文
山大哥是女同胞们都喜欢的摄影家。那
天，他把为小芳在“世纪之吻”雕像前拍
的倩影发了上来，还“破例”发了一张自
己和小芳的合影。这下像是提醒了大
家，众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发上与小芳的
合影。有人打趣地为“影展”命名：“武汉
有个姑娘叫小芳”。群里出现了久违的
欢乐气氛。紧接着，河南的战友阿来发
上来他自己写的一首诗：“请原谅武汉/
她没见过的病毒猝不及防/恶魔在祥和
的空气中下降/武汉人不怕困难与凶险/
怕的是没有理解与同情/武汉人不怕做
出割舍与牺牲/怕的是没有温度与光亮/
历史，将记住武汉的悲壮/人类，将把伟
大记载到史册上！”我想起远在哈尔滨的
战友、朗诵艺术家刘天英，便把我自己写

的两首诗发给他。很快，天英完成了配
乐朗诵，连夜发在了战友群里。“深夜，我
被疫情惊醒……”有人点赞：“诗写得好，
朗诵得太棒了！”小芳说：“好感动！流
泪，流泪……”

1月24日是农历大年三十，离武汉距
离最远的兰雪大姐最先发声说：“武汉加
油！祝小芳、老莫及武汉的战友们快乐安
康！”丹江姐发了大红包，人人有份。大家
纷纷发一些好消息上来，比如“国家卫健
委派1230人的医疗队驰援武汉”“解放军
医疗队除夕出征抵达武汉”等。主题很
明了——除夕守岁，守护小芳，武汉加油！

春节迈着沉重的脚步来了。一早，
也是以家属身份被特邀进群的著名作家
高洪波，把写在大红纸上的“福”字发到
群里，他说：“保重自己，武汉的朋友；庚
子大吉祥，顶住！”

然而，春节过后，疫情还未得到有
效控制。小芳转发上来一位相识的患者
的求助信息，令人焦急。北京的战友们
动员起来，纷纷转发求助，总算联系上当
地的志愿者队伍。

好消息不断被转发到群里：疑似病
例新增数首降；八架军用飞机载急需物
资降落天河机场；火神山医院建成开始
接诊重症患者；中央明确，再增加两千医
护人员支援湖北……小芳也发上来刚刚
拍摄的小视频：瞧，武汉二桥的灯光重又
亮起来了！

本就是部队文工团的战友群，怎么
能十几天没有歌声呢？我提议，哪位来
一曲？广州的小武哥接：“我。这歌献给
小芳，献给英雄的武汉人民！”他唱道：
“如果世界上真需要情义/人类的希望已
将它孕育/如果生活里真需要亲近/美好
的歌声已将它凝聚……”哦，原来这首已
在网上传开的《心与心的祝福》，是我们
武汉胜利战友群的原创啊。

战友情深，武汉胜利！歌声在群里
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凝聚起温暖的情
谊，鼓舞着必胜的信心。我有点激动，因
为我也是这个微信群中的一员。

心
与
心
的
祝
福

■
李
培
禹

忙完工作，王法军拨通了与妻子的
视频电话。这是他最近养成的一个习
惯——妻子兰秋艳已经在武汉泰康同
济医院战“疫”15天了。

此前，视频连线的“家庭会议”中，
兰秋艳向丈夫提出自己支援武汉的心
愿，王法军不假思索地支持妻子的想
法。1月 29日，新疆军区总医院向医护
人员发出倡议时，兰秋艳第一时间报
了名。集结之夜，作为医院呼吸科的
医师，兰秋艳当仁不让地出现在队伍
之列……

手机屏幕里的妻子裹着防护服、戴
着护目镜。话语间虽然轻描淡写，但王
法军感受得到她的疲惫。他盯着护目
镜，却看不清妻子的神态。上一次近距
离地看到妻子的脸，还是出征那一天。
“我今天下午就要离开乌鲁木齐

了！”收到兰秋艳的信息后，王法军很想
去送送妻子，然而身为团政委，眼下基
层部队防疫战也正在关键时刻。
“吐鲁番到乌鲁木齐，190 多公里，

送完秋艳当天就能回来，不耽误事。”师
领导得知情况后，批准他前去送行。

车轮飞驰，远处的火焰山银装素

裹，在车窗外一闪而过，给人时光倒流
之感。16年来，那些安宁温馨的时光无
比清晰地在王法军脑海里沸腾着——
过去往来的书信、一起搬进的新家……

最浪漫的，莫过于那次家属座谈
会。2014年 3月 8日，王法军还在师组织
科工作。兰秋艳作为优秀家属代表，来
参加座谈会。当时台上的兰秋艳微笑着
说：“法军，十几年来，我们的爱情慢慢回
归平淡，融化为血肉亲情……”王法军目
光温柔，坐在台下静静听着——那无疑
是一次当面“告白”……

13时 30分，车子到达了医院。
即将出征的妻子就在眼前了，王法

军心中千言万语，此刻竟不知从何说起。
“一晚上都没睡吧？”看到兰秋艳眼

睛里布满了血丝，他关切地问。

“开会、整理物资、理发，这不，到现
在还没忙完呢。见到爸妈了没？”
“送完你后，我去爸妈那儿，给二老

和嘉欣、嘉薇做顿饭……”王法军的父
母已经 70 多岁了，小女儿才 3岁，但一
家人都支持兰秋艳去武汉抗疫的决
定。尤其是 13岁的大女儿嘉欣，少年人
没有离别的伤感，还在手机朋友圈里炫
耀：我妈妈要去支援湖北一线啦。
“秋艳，这样一来，你今年的文职考

试怕是要受影响了。”兰秋艳最近正在
复习，准备参加今年的文职招聘考试。
“嗯，考上文职我就能进入梦寐以求

的军队大家庭了。可是现在，我感觉自己
已经成为一名战士了，能跟大家肩并肩走
上抗疫战场，我真的特别自豪！相对于考
试，这次不去武汉才真是遗憾呢！”看到

妻子如此勇敢坚定，本想给她加油鼓劲的
王法军在心里给她点了个赞。

集合的哨声响了。王法军看看表，13
时48分，这次团聚，不过短短的18分钟。

此刻，他们争分夺秒地凝望着对
方，千言万语都在这平静关切的目光里
了。
“我该走了。”听到妻子这句话，王

法军突然想起来什么，他转身跑向汽
车，提来他攥了一路的塑料兜。“秋艳，
这一大包口罩你能用得上。”

接过塑料兜，兰秋艳眼里涌出了
泪，她急忙转身向医院楼门口走去。背
后传来丈夫叮嘱的声音，“千万保护好
自己，我在新疆等你凯旋。”

妻子回过身来招招手，笑了。午后
的阳光映入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视频里，王法军和妻子聊了没几分
钟，只听不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铃声，兰
秋艳一下子站了起来。“我要去忙了。”
“千万保护好自己，我在新疆等你

凯旋。”听到这句话，妻子轻快地招招
手，然后微微歪头似乎是认真地看了他
一眼。虽然隔着护目镜，但王法军仿佛
看到了那一刻妻子眼中的阳光。

护目镜里的阳光
■孙振者 高 群誓死不退（歌词）

■江 海

这一去山高路远，

我们把家国深深眷恋。

这一战浑身是胆，

我们把使命扛上铁肩。

疫情急似火，

危难见担当。

大爱汇成河，

撑起一片天。

越是艰险越向前，

不赶走病魔誓死不退，

誓死不退！

我们行进在八方驰援的队伍里，

携手兄弟姐妹，

一起为武汉加油，

护佑生命的壮美！

又一回风雨同担，

我们用冲锋书写誓言。

又一次直面生死，

我们用生命呼唤芬芳！

疫情急似火，

危难见担当。

大爱汇成河，

撑起一片天。

越是艰险越向前，

不赶走病魔誓死不退，

誓死不退！

我们拼搏在人民抗疫的战争里，

携手兄弟姐妹，

一起为春光助威，

绽放大爱的花蕾！

心 声
■杨清茨

准备好了吗

我们正在走向战场

去打一场无硝烟之战

这是无兵戈相向的战场

一轮班，就是一轮冲锋

这不是一次孤独的战斗

而是大家共同参与的人民战争

责任使然，冲锋在前

身体与身体隔离

心却不能隔离

我们对自己说

挺一挺吧

挺过了这段时光

一切美好都会如愿以偿

盼疫情早日得到控制

盼人民生活恢复正常

盼灰霾尽散，春风得意

盼繁花似锦，燕子归巢

一

3 月 3 日下午，火神山医院迎来了
一个特殊的时刻。经过医务人员的全
力救治，92 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这一
天治愈出院了。这也是火神山医院自
组建以来出院人数最多的一天。

每次站在路边挥手送行的人群中
都有他——火神山医院院长张思兵。

听到几位年轻护士喊出的祝福声
“加油”“都好好的”，张思兵的喉头紧紧
的，像有东西卡住了似的，思绪在这最
艰难的 20 多天里来回切换着，连政委
原华什么时候站在了身后，他都没有察
觉到。

从武汉疫情发生伊始，身为解放军
总医院卫勤部部长、又参加过抗击非典
的张思兵，脑子里的那根弦就始终没松
过。1月 28 日，上级命令来了，要他立
即启程前往武汉，参与火神山医院的交
接工作。当时，张思兵就一个念头，给
任务就是给信任。去了不管干什么，一
定要竭尽全力，把这些年学的、研的、练
的全都用上。

当张思兵第一次站在火神山医院
的建设工地上时，他被震撼了。放眼望
去，近千台大型机械在钢铁洪流中轮班
抢建，7000多人在连绵不断的阴雨中日
夜鏖战。记得那天遇到一位架设电缆
的工程师，他眼睛里满是红血丝，嘴角
长了好几个大疱疹。他告诉前方指挥
协调组的领导和张思兵，工程是要交给
解放军的，必须按打仗的要求和规矩
来。心急啊，一分钟都不敢耽搁。
“一分钟都不敢耽误”，这就是医院

组建前火神山阵地上所有人的想法和
愿望。

2月 2日上午，这个位于武汉市蔡甸
区知音湖畔、建筑面积相当于半个“水
立方”大小的战地医院，历经10天 10夜，
终于如期地交付给了联勤保障部队。

二

医院建好了，最强的班子也配齐
了。院长张思兵站在队列前，代表全体
医疗队员表了决心：决不辜负党和人民
的厚望，在火神山医院坚决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

把一个建筑形态的医院立刻变为
完全具备收治条件的隔离病房，第一道
难题已经摆在了医院党委面前。两天
时间，48小时，能否如期展开收治？该
突击就得突击，没有什么条件可讲！

收治病人的前两天，军委前方指挥
协调组的领导，在医院的各个点位上拿
着图纸来回跑；联勤保障部队首长推
床、搬箱子、抬物品，干体力活；专家教
授们无论男女，不管多大年纪，一个个
蹲在地上，拿着小铲子铲泥……3万多

平方米的场地上，将军、士兵、公务员、
建筑工人、医疗队员全员全装齐上
阵……忙碌的景象，让人不约而同地想
到淮海战役的小推车。

和大家一样，张思兵的心里只有一
个想法：快一点，再快一点，让火神山医
院赶紧收治病人！别让老百姓眼巴巴
地等、心急火燎地盼了。他们都知道，
解放军来了，自己有救了。

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对阵即将开始，
除了胜利，队员们别无选择。

三

所有准备，都是为了此刻的收治。
2月 4日中午 12时 30分，第一例患

者被送到了火神山。救护车刚停到转诊
交接区域，护士们就走上前去，熟练地按
流程进行接诊。扫描患者身份凭条上的
二维码，生成电子病历，显示床位和相关
信息，然后护送患者进入预定病房。

从这例病人开始，医院从建设的突
击战快速转入了收治初期的攻坚战。
火神山医院日夜灯火通明，医护人员穿
着厚重的防护服一路小跑，各级指挥员
拿着对讲机声音嘶哑地指挥。推轮椅、
平车，上台阶、进“黄区”，入“红区”，心
电监护、面罩给氧、静脉通道……紧张
忙碌到每个人都血脉偾张，心跳加速。
那种战斗激情，让置身其中的人毫不怀
疑，这就是在打一场生命保卫战。

直至 2月 5日凌晨零时 30分，医院
马不停蹄地收进来 46例病人。第一天
的战斗，所有人的感受就两个字：透支。

此后的几天里，医院开足马力收治
病人。特别是 2月 10日，10个小时内，
火神山医院就收治了 421例病人，创下
了单日病人收治的最高纪录。医院的
19 个病区 1000 张床很快就收满了，最
多的时候还加床加到了1020张。

护理部主任张昕来自解放军总医
院第五医学中心，她最大的体会就是，
战斗很残酷，体能很重要。“体能体力不
行的话根本吃不消。这次各大单位挑
选的全是精兵强将，就是 50后的老同志
也没输给 90后的年轻人。这些年实战
化训练抓得紧，真是没白练。”队员们的
话没错，“没白练”是切身感受。

有些医务人员不是搞呼吸和危重
症医学的，但来了之后短时间里一培
训，马上就能适应任务需要，很快就能
上岗。相比抗击非典那时候，这是个历
史性的进步。对于这个变化，作为卫勤
部长的张思兵深有感触。这是对这些
年实战化训练的有效检验。

四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
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
幸福”，目送患者出院，感染六科一病区

护士张艺帆哼起了歌。
看着医护人员一个个脸上开心的

神情，政委原华不由地想起第一个病人
去世那一天，整个病区阴云密布。疫情
带来的伤害让医患之间成为了命运和
情感的共同体，医护人员每天的喜怒哀
乐都在跟着病人走。尤其是危重症患
者的救治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降低死
亡率”是打好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两个 ICU 的 30 张床一直是满的。
每天一交班，重症医学科一科主任张西
京就忙得像打仗。第一例新冠肺炎患
者死亡那天，他特别难过。脆弱的时
候，这个在重症医学领域工作了 24年的
医生对自己说，没有能力的善良是无用
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减少这样的
惨剧发生。

前方专家组经过连日来的诊治观
察和经验总结，先行一步提交了军队新
冠肺炎的诊疗方案；依托 5G远程技术，
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远程会诊中心，对
火神山首批重症患者进行会诊；危重症
病人病情瞬息万变，救治关口必须前
移，尽早介入，提前干预，以免错过最佳
时机；中医专家组还根据阶段性的过程
数据提出，重症患者通过中药治疗后，
转为危重症的占比很小，治疗有效率达
到了 97%，要切实做到应用尽用，覆盖
全面；心理医疗队及时跟进，关注患者
和工作人员的心理变化，适时进行有针
对性的疏导。

收治初期的攻坚战不断向纵深推
进，成效显著。随着收进来的重症患者
有 30-35%都转为了轻症，队员们看在
眼里，乐在心里。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从 20多
天前，火神山医院还是“一床难求”，到
现在终于变成了“病床等人”，说明火神
山收治初期的攻坚战已经取得了阶段
性胜利。

五

在火神山住了两周后，84岁的抗美
援朝老兵张爷爷和老伴杨奶奶对这里
的护士越来越依赖。
“看不见她们的脸，但就跟我们自

己的孩子一样亲。一会儿给我们送吃
的，一会儿给我们讲笑话。尤其是看到
她们那么辛苦，小小年纪一天下来累得
连腰都直不起来时，很心疼。”

出院时，杨奶奶一次次给护士们伸
出大拇指点赞，而白发苍苍的张爷爷则
是一步一回头，然后敬军礼。

在火神山，这里的医护人员忘记过
给家人回手机短信，但他们不会忘记，
经过日夜奋战换来的这一张张笑脸，如
此灿烂；一个个从生死线上抢回来的生
命，活力再现；病人弯下腰去鞠一个躬，
抬起头来时，泪流满面。
“来了快一个月了，才陆续在建起

的各种工作群里看到了十几年前的老
同学。有抗击非典和埃博拉时的战友，
甚至还有导师和学生。”这个最新发现，
令除夕夜第一批随队到达武汉的护理
部副主任宋彩萍感到惊喜和温暖。

从全军 8 个大单位精选出的医疗
骨干们，有已经退休再披战袍的老专
家，有已经接到退役命令重新归队的
护士长，还有进部队刚两三年的文职
人员，他们从组建成立到现在，无论新
朋还是旧友，都成了最亲密的战友。
在火神山，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吃饭也
是单独吃，队员们渐渐习惯了这种用
眼神、手势和有限的电子产品培养出
来的感情。交流不多，但配合默契，这
大概也算是特殊战争形态下的战友情
吧。

前些天，政治工作部在了解队员们
的家庭情况时，他们像商量好似的，全
都摇摇头说“没困难”。怎么会没困难
呢？有的人母亲突发疾病去世，她只能
面朝家的方向追思流泪；有的孩子马上
就要高考，仍没复学，母亲心有牵挂；有
的爱人是高龄产妇，即将临产，不知情
况是否稳定；有的婚期已定，请柬已发，
勿忙出征时后悔没有先把信物给她……
在战斗命令下达的那一刻，他们背起行
装，匆匆赶赴战场，把所有困难都抛在
了脑后，只记得家人临行前那句沉甸甸
的嘱托：去吧，家里的事有我们，国家的
事耽误不得！

六

目送着出院患者走远，张思兵回头
才发现了站在自己身后的政委原华。
“又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到今

天，咱们火神山医院新冠肺炎患者治疗
的有效率将近 98%，医护人员零感染。”
原华露在口罩外的眼睛布满血丝，也闪
着兴奋的光。

张思兵的声音有些沙哑。“是啊，咱
们顶过了和病毒对阵最激烈的第一
仗。任重道远啊！”两人同时想到了火
神山医院确立的四个目标：治愈率最
高，死亡率最低，医务人员零感染，收治
患者零投诉。

两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望向这个一
个月前还不存在的医院，20多天来那些
奔跑、战斗和冲锋的姿态，那种不知疲
惫的热情，那些彼此注目时眼睛里闪闪
发光的东西，那些临战时的沉着坚毅和
勇敢无畏……那是来自信仰和精神的
力量，那是他们决战决胜的力量。
“现在集中诊治的阵地战正处在关

键时期，一定得守住，一口气也不能
松。”两人一边交流着工作，一边向医院
走去。

阳光下，火神山医院上方的徽标闪
着耀眼的光。远方，早春的花儿已经绽
放……

鏖战火神山
■弓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