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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青年代表讲述在战疫一线淬炼青春的故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以及现场和正在收看网络直
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 2 号选手陈烁，今天我演讲的
题目是《逆行 记录逆行者》，我的演讲从这里开始。

【视频 1】“不敢睡，害怕夜里又有什么通告，明天除夕，跟
老妈说早点吃团年饭，因为上午还要去现场作疫情相关报
道。”

这是 1 月 23 日除夕前夜我发布的一条朋友圈，团年饭最
终定在了早上的 6:00，没有觥筹交错，没有酒醉饭饱，吃完这
顿饭一共用了 5分钟，这应该是我 27年来吃得最早，也是最快
的一次。

春节本该喜庆,但是这个春节却因为疫情而变得特殊,更
因温情与感动让我们的心情难以平复……

1月 25日，随州封城，道路交通管制。1月 26日晚，我收到
了一位 90 后随州籍武汉某医院护士的求助信息，她急需返
岗，但是没有交通车辆，希望我能够帮帮她。凌晨一点多，我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了高警随州大队，没想到他们反应特别
迅速，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联动沿途其他辖区高警，接力将这
名护士送达武汉，而这天我也一路跟随记录下了他们最美逆
行的身影。

当天采访，我惊讶地得知这名护士竟然还怀有三个月的
身孕。我问她，这个时候去武汉，怕吗？

【视频 2】邓莹：“说实话，我也害怕，昨天晚上走的时候，
我妈妈还哭了，我家里也只有我一个女儿，但我的职责所在，
我必须去！”

疫情暴发，每一个奔赴抗疫一线的人，可以说随时都面临

着生与死的考验。武汉天河机场、医院、农贸市场……平均每
天我都有采访或者直播任务。如果说有人问我，出去采访，怕
吗？我也会说“怕”，毕竟曾经我和病毒只有一扇门的距离。

2月 15日，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护人员驰援随州，我和同
事一起来到市中心医院感染科，为了省下几套防护服，我们在
距离污染区一门之隔的半清洁区进行采访，那个时候我们只
戴了一个普通的口罩，心里不禁一阵寒颤。回来之后我让同事
拿着酒精对着我从头到脚一阵狂喷。而这些采访经历，直到
今天，我仍然不敢向父母提及。

3 月 23 日，江西援随医疗队员圆满完成驰援随州任务准
备返程，随州城区十里送英雄，场面令人泪目。我负责随州到
武汉天河机场 6 个多小时的网络直播。6 个多小时，说实话中
途我们真的有点扛不住了，但作为媒体人我们必须坚持，因为
我们是观众的眼睛，还有万千父老以及全国各地的观众要通
过我们来表达对江西援随医疗队员的感谢，通过我们来隔空
送行这些江西的老表们
平安返程。当我看到直播
间里的浏览人数在不断
地增加，祝福和感谢的话

语充满了整个互动平台的时候，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随着 407 名江西援随医疗队员平安抵达江西，我们也终

于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视频 3】江西上饶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佳席：“请随州人

民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随州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办，与随州人
民风雨同舟并肩作战，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待疫情全胜之时，
一定要将我们的医护人员一个不少地还给我们。”

随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烁：“江西和随州同盘而食、戚
戚具尔，江西医护人员的到来，给了随州人民足够的信心，在
这里，请江西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会像照顾自己的家人一样照
顾好来自江西的医护人员，待到春暖花开，疫情结束之时，一
定将他们一个不少地还给你们。”

“5：30 起床、6：00—8:00 录制抖音、8：00—11:30 外出采
访、11：30—14:00 编辑写稿、14：00—18:00《随州新闻》配音、
20:00—24:00 准备网络直播……”。因为这张时间表，同事们

送给了我一个外号“陈柱
子”，我想它应该不是一句
玩笑，而是同事们对我工
作的一种肯定。

这段时间我害怕过、辛苦过也孤独过。当一条条宽阔的街
道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行走的时候；当我让爸妈回老家，一个
人独居隔离的时候，我确实孤独，但是在新冠肺炎抗疫的战场
上我并不孤独，我还有一群并肩逆行的战友们。

我的同事龚雪婷，一名女记者。她说：“每一次冲锋在前，
身后都是对家人的愧疚。”疫情发生后，她撇下了年幼的孩子，
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穿上防护服，走进了市中心医院的感染科。

还有这位，我的同事孙文通，一名退伍军人。江西援随的
三批医疗队员，无论到地多晚，他都会不遗余力地用手中的摄
像机记录下每一位最美逆行者的身影。疫情期间，他以台为
家，短短 28天稿件播发量就达到了 70余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随州广电人主动放弃休息，选择
逆向而行，或肩扛摄像机冲锋在抗疫一线，或手持话筒奔波于
山里山外，或不分昼夜敲击键盘，或加班加点赶制节目，给这
个特殊的时期增添了一份温情与感动。当然，我相信疫情期间
大家也都感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当疫情防控
的最新消息被我们准确传达，谣言被制止，权威的声音传递到
随州的每一个角落时；当先进典型被深入挖掘，正能量得到传
播，一个又一个普通百姓以他们为标杆加入抗疫主力军的时
候，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我们这份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与责任感
油然而生。

媒体人也是战士，他们迎难而上、冲锋在前，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
用执着和汗水诠释着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面对疫情、面对困难，我们逆行记录逆行者。

2 月 11 日:正值随州疫情大暴发
之际，也是全市税务系统干部职工疫
情后全面复工复岗的第一天。上午刚
到单位没多久，一把手便来到我的办
公室，他顿了顿，说：“区里有个隔离
点，需要我们高新区税务局派人去，
据说是负责管理协调之类的工作，我
想 了 想 ，还 是 你 去 最 合 适 ，你 怎 么
想？”我愣了下，答应到：“行啊，我去
吧！”

当天下午 3 点，我到汇仁康养中
心报到，区疫情防控组组长给我们开
了个短会：他强调，按照应收尽收的
防控要求，从 12 日起，将正式启用汇
仁康养中心作为隔离留观点，收住新
冠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
者。这个点是高新区规模最大的隔离
点，预计要接纳 100人。同时他代表高
新区党工委指定我为隔离点临时党
支部书记、负责人，负责该点全面工
作。会后，他叮嘱了一句：“王胜，这里
就交给你了，千万，注意安全！”

直到此时，面对着这座尚未完全
完工的医院，面对 20多名素未谋面的
来自公安、城管、社区、医院的工作人
员望着我的眼睛，我突然明白了，我
们要面对和承担的是什么了。

大年初一，我 3 岁的儿子因发热
住院时，患者谈冠色变、避之若浼的
经历还历历在目；身边同事的家人被

确诊，大家魂惭色褫的神情还历历在
目。新闻媒体每天确诊病例及死亡人
数与日俱增的报道还历历在目，但是
没有时间多想，一直工作在税收业务
一线的我，面对这突然而至、陌生的
跨行业、跨领域重任，要怎样才能担
好这副担子？我在脑海里飞快地检索
起武汉的隔离点、方舱医院的概念
……

那天夜里尽可能地做完收住准
备后，已是 2 点多，犹豫再三，还是给
家里发去了一条短信“爸，妈：我到隔
离点工作了，问题不大，也就打打电
话，不过，照顾小宝的事就辛苦您二
老了”。后来才得知爸妈最辛苦的不
是照顾小宝，而是挂念我的安危，时
常夜不能寐。

2 月 12 日至 3 月 16 日：隔离点于
组建第二天 8点开始抢接确诊及疑似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说实话，当时，缺
少防护物资、缺少工作规程、缺少专
业人员。为了确保收住人员、工作人
员双安全，我走遍了隔离点的每一个
角落、穷尽脑汁考虑了每一个细节、
竭尽所能地筹措了部分基础防护及
生活物资，设点巡防，加固门窗，通网
供水，清洗消毒，我们连续奋战 70 多
个小时，完善了隔离点设施，建立了
隔离点分区布局、工作规程和岗位职
责，以确保隔离点安全运行。

而我点的留观人员以老弱幼残
居多，有带着孙子年近 8 旬的古稀老
人，有带着婴儿刚生产不久的产妇，
有双目失明的残疾人，有车祸导致大
脑受损存在精神缺陷的人，有身患绝
症需要不间断治疗的人，也有心理负
担过大精神几近崩溃的人。但留观
人员不是患者，更不是犯人，怎样在
严格管理的同时暖心服务，是我当时
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从留观人
员的生活保障、心理疏导、医疗服务
入手，既严控隔离点内产生交叉感染
风险，也让铁纪有温度地被执行。

对双亲残疾的入住家庭、带着婴
儿的产妇，我第一时间慰问安抚，设
法采购奶粉、尿不湿、玩具和零食；对
精神有缺陷、吵闹、绝食、服药自杀、
厌世醉酒、深夜跳窗逃离的抵触留观
者，我带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入污
染区劝导制止和安排救治；对透析以
及转诊治疗者，我们无一例外跟车护
送陪诊。在转院送诊的近 30名留观者
中，确诊及疑似患者达到 7例，而这些
人员我都接触过。

其实在前十几天，包括我在内的
部分工作人员只有口罩、手套，没有
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物资，大家在
近乎裸防的条件下做着接收工作。
说不怕，其实是假的，武汉隔离点的
确诊比例显示，这里是“火线”，是
高风险的阵地；说不顾，是假的，
家中尚有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
无从照顾；说不愁，是假的，条件虽有
限但 100 余人的生活、安全，事无巨
细。

留观点是个连轴转的场所，我们
工作人员 24小时吃住在隔离点，实则
与留观人员一样也在进行着漫长的
隔离。半个月后，单位领导担心我的
身体，安排我轮岗替换，我婉拒了，别
人来又需一个熟悉的过程，又多一分
感染的风险，守着这份责任，我应当
留下来，更应当留到最后。

3月 17日：随着城市解封，汇仁康
养中心留观点闭点转为备用。从白雪
皑皑到春暖花开，我和各单位同事在
隔离点坚守了 37 个日夜，累计接收
185 人次留观人员，最高峰同时容纳
80 余人，没有发生一例隔离事故或意
外事件。20 多名，44 人次工作人员核
酸检测也全部为阴性，我们共同构筑
并守护着隔离点这块防疫阵地。

疫情阻击，我们都是逆行冲锋的
一员，我们把忠诚镌刻在岗位上，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最初的誓言：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为党
和人民牺牲一切！

人民健康面前，我们誓死不退！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广
水市医务工作者听从习近平总书记指
挥，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
神，毫无畏惧投入防控救治工作，日夜
奋战，舍生忘死，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为广水疫情
防控工作作出重要贡献。今天我要为
大家讲述的是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青年医护人员,在全市抗击疫情的决胜
战场上，用他们的责任担当和青春之
力全力战”疫”的故事。

在这场战役中，ICU 重症医学科
始终聚焦着所有人关切的目光，因为
这里是守卫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是
点亮希望之光的重要力量，这里也最
能体现同时间赛跑抢救生命的紧迫。2
月 13 日凌晨 2点，我院 ICU 主任、团委
书记张琼接到科室打来的电话，“主
任，快！4 床的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病人
血氧饱和度已下降到 63%，马上需要气
管插管”。她立刻起身赶往现场，带着
大家紧急给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
呼吸。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抢救，监
护显示病人的血氧饱和度由 63%，上升
到 70%，到 85%、93%，终于病人脱离了
危险，我们成功地将病人从死神手里
抢了回来！

战“疫”期间，这样的急救在 ICU
是很常见的，急救时遇到插管这类感
染风险很大的有创操作时，张琼总是
抢着第一个上。有人问她，这么危险你
不害怕吗？她说，我们科室是患者最后
的希望，他们以性命相托，我们责无旁
贷！是呀，不负所托，责无旁贷，就是重
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这个“拼命三郎”
团队的共同信念。

ICU 医生朱丽在 2 月 8 日上午，接
到从江陵娘家打来的电话，得知了母
亲因糖尿病高渗性昏迷入院生命垂危
的消息，她多想立刻赶回母亲身边。可
是这一天广水市感染者人数已达 286
人，其中的重症患者全部收治在 ICU，
科室正处于非常紧张的战斗状态，朱
丽只能将对母亲的担忧藏在心里。2月
16日，朱丽再次接到弟弟的电话，“母
亲走了”这句话如利刃穿心，让她肝
肠寸断。她悄悄地躲在房间里整整哭
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拭去眼泪，强
忍着悲痛，准时到科室接班，继续紧
张的工作。直到抗疫取得了阶段性胜
利，压力缓和下来时，朱丽才把这个
消息告诉了大家，她说道：“妈妈的愿
望是希望我做一名好医生。同大家一
起打赢这场仗，才是对我的妈妈最好
的告慰。”

是呀，“恪守医德、救死扶伤、不辞
艰辛”就是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的医者

们的铮铮誓言。战“疫”期间，市第一人
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以着坚定信念、
大爱情怀、无畏精神，践行着这个誓
言。

我院感染科是广水市最早收治感
染病人的科室，也是直到现在仍未卸
甲，仍然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的科室。
向桂清，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护士长。有人说，她是奋战在疫
情战场上的铿锵玫瑰。有人说，是安抚
隔离病区种种焦虑的郁郁桂香。三个
多月，向桂清一直在科室安家，无论是
在工作上还是大家生活上，点点滴滴，
林林总总，都是她亲力亲为，默默付
出。累困了，桌子旁可以打个盹；累病
了，请同事们给自己输液，拔完针还可
以继续干。厚重的防护服似勇士的铠
甲套在身上，一穿就是一天，为了减少
麻烦，节省时间，她经常连续工作十几
个小时，护目镜中的汗水，脸上深深的
压痕，干裂的嘴唇是她最美的模样。她
一边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为医院寻找
防护物资，一边鼓励同事们坚持作战，
从始至终，在她的脸上，我们看到的始
终是淡定和从容。

“行于生死间，迎难践使命”，在这
场突如其来的战疫面前，正是张琼、朱
丽、向桂清等一大批青年医护工作者，
纷纷在第一时间自告奋勇，写下请战
书，组成了这支逆行勇士队伍奔赴火

线，以青年的担当和青春的力量守护
大家的安全。她们将白衣化作铠甲，勇
气铸成披风，责任磨砺出长剑，撑起防
疫“保护伞”，铸起抗疫“防护墙”，让群
众吃上“定心丸”。

1 月 30 日是向小珍的婚期，她本
要在那一天披上梦寐以求的婚纱，在
亲朋好友的祝福中出嫁。新冠肺炎疫
情突然暴发，1 月 24 日超声功能科接
到迅速安排人员参与一线抗疫的通
知，科室平时医师人数就不多，况且现
在全科室又是“战时”状态，非感染患
者检查不能停，两个病区发热病人要
单独排班，如果这个时候请婚假，科室
排班一定有困难。向小珍思考再三，在
未婚夫的理解和支持下，毅然决然推
迟婚期。“谢谢你！等着我，待疫情结
束，我再做你的新娘”！这是向小珍对
未婚夫的深情告白和承诺。“请您放
心，17 年前，大家都在保护我们 90 后，
17 年后的今天，让我们 90 后来守护大
家！”是我们 90后医务工作者对大家的
告白和承诺。

穿上这身白色战袍，我们会担起
这份特殊的责任，我们是温暖人心的
白衣天使，我们是披荆斩棘的逆行战
士。汗水浸湿了穿着的衣裳，青春激励
着前行的士气。战疫仍在继续，我们将
再接再砺奋斗担当。让青春的旗帜，在
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弘
扬伟大抗疫精神，讲好随州青年在党的领导
下高扬青春旗帜、逆行担当作为的生动事迹，

激励和动员全市青年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打
造全省特色增长极中主动作为、奋发有为、担
当善为，2020 年 11 月 18 日，由中共随州市委
宣传部、中共随州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共青团
随州市委联合举办的“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

代”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圆满落下帷幕，12 名
青年生动讲述自己和身边青年逆行出征、抗
疫战疫的感人故事，本报今日专版刊发本次
比赛荣获一、二等奖选手的演讲稿，以飨读
者。

逆行 记录逆行者
随州广播电视台 陈烁

白衣执甲 战疫青春
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莎莎

隔离点的战疫日记
国家税务总局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税务局 王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