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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
来，全国上下数万名白衣天使
逆行湖北、驰援武汉，战疫情，
斗病毒，挽狂澜于既倒，救人
命于生死，谱写了一曲曲感天
动地的英雄之歌，她们用生命
诠释了医者仁心，用行动彰显
了大爱无疆，她们是最美的逆
行者，她们是最美丽的英雄。
吕院华、田翠翠、邹军就是万
千美丽天使中的缩影。2月9日
到4月1日，在经历了52天的分
别后，她们终于回家了。

近日，记者有幸走近她
们，聆听她们的抗疫故事、倾
听她们的美丽心声、感悟她们
的非凡经历，见证她们的精彩
人生。

编者按

永做一颗螺丝钉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纵其中万般煎熬与痛苦，亦义无反顾，且经新生，其羽更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髓。祝愿武汉，经
历此疫，重获新生！”这是吕院华在临别武汉时写下的祝福。

恐怕谁都不会想到这位从业20余年，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深受患者和同事们好评的医生，当初从接到通知到决定奔
赴武汉参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仅仅只用了两分钟。

记者：有的人决定报名可能要和家人商量，需
要一定时间，您为什么两分钟就决定了？

吕院华：我儿子是在武汉念的大学，我也去过
武汉，对那里很有感情，对那里的人民也很有感
情。这次武汉遭受了新冠肺炎病毒的侵袭，作为一
名医务工作者，我责无旁贷。当时也真没有多想，
立刻就报名了。从接通知到决定就用了2分钟。好
多人问我，去武汉，你不害怕吗？说真的，当时真没
想那么多，只记得脑海里浮现的全是武汉同胞眼
睛里所饱含的那份对生命的不舍与渴望，我在心
里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我要去前线，
尽我所能地挽救我的同胞！

记者：到武汉后，您的第一印象和感觉是什
么？

吕院华：心酸，想哭。我去过武汉，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可这次到了武汉机场，空荡荡的什么人
都没有，原本应该热闹的大街现在却冷冷清清，没
有一个人和一辆车，那种感觉很难受，很压抑。

记者：您到武汉后都做了哪些工作？
吕院华：刚到武汉的时候，因为缺乏防护物

资，想进舱就要先报名，我立刻去报名。等待进舱
的那几天，队里需要有人做生活委员，负责给医护
人员配送医疗和生活物资，我二话没说就去了，那
些日子里我挨个楼层跑，每个房间送，只要队里有
事，我一定要冲在前面。我知道我不仅仅代表文登
的医务工作者，更代表了文登人的形象。功夫不负
有心人，我作为第六组首批成员进舱了，还登上了
英雄榜，我很自豪。休班的时候，我参加了队里组
织的志愿者服务队，每天为医护人员搞好后勤保
障。大到医疗器械、成箱的药品，小到食品和饮水，
来一车卸一车。我是个不愿意闲下来的人，但凡有
体力和精力，我就要多干一些，因为我的岁数在医
疗队里算是比较大的，我要像老大姐或是阿姨一

样照顾那些80后、90后，甚至00后的战友们。
记者：后来进了方舱，您又做了哪些具体工

作？
吕院华：巡视病房，观察病情变化，调整治疗

方案，书写病历等。我们巡查病号要做到“三不”，
不停地走，不住的问，不断的记。因为病号们都是
普通型和轻症患者，很多人每天就只能在床上度
过。我们不停的一圈又一圈，一趟又一趟的巡视，
生怕漏过一个，遇见有睡觉的病人，就赶紧过去看
看，观察他的呼吸频率和生命体征，确认是在睡觉
后才会离开。每一个病人，我们都要不停地询问，
今天什么感觉？呼吸是否顺畅？吃饭怎么样？每天
要重复上千次。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记录每一个
病人的饮食起居情况，服药或是治疗后的恢复情
况等等。一个班下来，每个医护人员基本上都快累
的虚脱了。我曾在一个班内巡视了120个病人，说
真的，这个工作量是我从业20多年从没经历过的。

记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有没有
让你特别难忘的经历？

吕院华：当然有啊，这次到武汉，我平生第一
次戴N95口罩，以前只是听说过，没见过更没戴
过。这次我算是长见识了，戴上N95口罩，外面还
要再套一个医用外科口罩，穿上三层防护服，戴上
护目镜，整个人包裹的严严实实。刚开始别说走路
了，呼吸都困难，憋得你感觉快要炸了一样，我到
现在都记忆犹新。当时我想起了雷锋的一句话：如

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日夜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我就是万千驰援武汉医疗大军中的一
员，是这支队伍里的一颗螺丝钉，我即使再难受，
也要像螺丝钉一样牢牢的钉在我的阵地上。后来
我以《一颗螺丝钉》为题写了一篇日记被刊登在了

我们第八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抗疫手记》里。

记者：您接触过的病人里，有没有让您印象深
刻的？

吕院华：有。在正常工作的同时我参加了医疗
队的心理咨询小组，当时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不
吵不闹，一直很平静。我发现这孩子太安静了，安
静的完全不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心理特征。值班的
时候，我就过去跟他聊聊天，说说话。开始他很抵
触，基本上我说十句话，他一句都没有，能给我点
个头摇个头就算是回应了。我没有气馁，每次值班
都去和他说说话，时间长了，孩子对我放下了戒
心，开始尝试着和我沟通交流，我才知道他一家四
口人，爸爸、妈妈在不同的方舱医院治疗并且病情
出现了变化，8岁的弟弟独自在家，他很焦虑，担心
爸爸妈妈的病情，忧心弟弟的生活。我想方设法的
开导他，舒缓他紧张焦虑的情绪，给他解释病情，
告诉他社区工作人员照顾弟弟的事情，孩子紧锁

的眉头慢慢绽开了，后来他已经能主动交流了。孩

子出院的时候我没在班上，他因为没法见到我而

大哭，央求着我的战友们一定要将他的感谢带给

我。

记者：52天，终于回家了，什么心情？

吕院华：回家真好，专机飞进山东境内的时

候，机长说，英雄们，我们现在进家门了！当时我们

所有人都高呼着，叫喊着，兴奋的不得了，但接下

来有人就开始轻轻地抽泣，一个多月了，虽然时间

不长，但想家的那种感觉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省、市、区三级领导亲自迎接我们，规格之高，待遇

之厚是我想都没想过的。尤其是看到了家人，特别
的兴奋和激动，我也出去学习过，时间甚至比这次
还长，但无论哪一次的回家都没有这次让我热泪
盈眶，让我激动的像个孩子。我想这也许就是经历
过生死考验后的那种释然和解脱。

文登区人民医院呼吸神经内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吕院华

在采访的最后，吕院华
一再的对记者说，她们其实
就是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
者，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
事，这次“战疫”没有后方的
大力支持和援助，她们也不
能安心工作，胜利属于所有
参加这次抗疫战斗的人，不
论前方和后方。她反复强调
她不是什么英雄，就是国家
建设的一颗螺丝钉。

编者按

记者：听说您不和家人商量就报名
去武汉抗疫前线，当时是怎么想的？

田翠翠：别看我是个女人，但我从
小就特别喜欢听英雄故事、看英雄电
影，每次见到升国旗就会特别的激动。
父母也经常教育我要为国家做些事情，
可我就是个小护士，力量很有限。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一有时间就会
关注电视新闻，尤其是咱们威海的第一
批和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出发后，我
就在想要是能有第三批，我一定要去。
我也曾经和老公、家人讨论过，但是他
们都没有放在心上，以为我想一出是一
出。2月9日，我在文登的隔离点值班，通
知发布后，我没有丝毫犹豫就去报了
名。我知道要是回家商量，家人们肯定
会提出不同意见，干脆我就来个先斩后
奏。

记者：您家人后来是怎么知道您去
了武汉？他们又是什么反应？

田翠翠：我通知我老公来接我回家
收拾物品准备去武汉，他当时都傻了，
一个劲的嘟囔怎么不和他商量商量，但
他还是支持了我，我叮嘱他不要告诉家
里的任何人，包括父母亲和孩子。可我
没想到的是，在威海出征的时候，镜头
把我拍摄下来，在电视上播出了。我老
公的舅舅看到了，他告诉了我公公，两

个人都哭了。我老公说他记事起就没见
过父亲流泪，我知道他们这是关心我，
害怕我出事，毕竟我的孩子还小，万一
出事了怎么办？我的婆婆还是在政府和
医院领导上门慰问的时候才知道我去
了武汉，当时都懵了。我妈妈知道我去
了武汉，哭了好几场，后来她每天盯着
电视看，不管什么频道，只要是武汉抗
击疫情的，她都要认真的看，仔细的听，
虽然她知道看不到我。其实即便是看到
了也认不出，当时我们都是重装防护，
根本就认不出来。

记者：在方舱医院里，您做了什么
工作？又有什么样的体会？

田翠翠：我和邹军一起在后勤保障
组，后来做感控工作，就是督导方舱内
医护、保洁、安保、维修人员的穿脱防护
用品，消毒液配置、舱内环境物表清洁
消毒等。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
很繁琐而且还要特别谨慎。方舱是封闭
的，病菌无处不在，里面的人出来必须
里里外外进行消菌杀毒，一点都不能马
虎。当时我们山东队规定只要是经过我
们手出去的，必须百分百的确定无感
染，我很高兴我们真的做到了。我又参
加了咽拭子采集的工作，这个工作很危
险，因为要直接面对患者张开的口腔，
为了防止被传染，我们都带着厚厚的护

目镜，我是个近视眼，本来就戴着眼镜，
口罩就把我的眼镜紧紧的勒在鼻梁上，
再加上个护目镜，特别难受。就一天时
间，我鼻梁上的皮肤全被勒破了，休班
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家里要视频通
话，我就想方设法的换角度，要么就把
宿舍里的灯光调暗，我不想家里人看到
我的样子而心疼。虽然这个工作很累，
也很危险，但我还是干的很开心，我曾
经一个班就采集了96个咽拭子，很有成
就感。

记者：现在回家了，让您回过头再
看看这段经历，有什么想说的？

田翠翠：这次参加武汉的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战斗，我觉得我们国家真是太
强大了，一声令下，武汉封城，全国封
闭，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太强了。尤
其是各地的医疗队亲赴后继的赶赴湖
北参加战斗，没一个叫苦喊累的，没一
个害怕退缩的，党员们更是发挥了表率
作用，一声我是党员跟我上，就会让我
们群情振奋。我们山东医疗队来自全省
不同地市，不同医院，但大家特别的团
结，也形成了默契，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就知道彼此的心意。我觉得团结就是力
量，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协力，
众志成城，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何况
区区的新冠肺炎疫情。

眼前这个爱笑、洒脱、小个子的女人让你怎么
也无法与英雄形象联系起来，她就像是个开朗活泼
的邻家女孩。可就是这个邻家女孩却做出了惊天壮
举，不顾家庭牵挂，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的投入
到了抗击新冠肺炎战“疫”中。她就是区人民医院护
师田翠翠。

小女人·大情怀
文登区人民医院心理一科护师 田翠翠

无欲则刚、有容乃大，这句话在田翠翠身
上展露无遗。她乐观开朗，心怀祖国，用“小女
人、大情怀”来形容她，最是贴切不过。

我以小家报大家

“我以小家报大家，我的家庭对我很重
要，但祖国的大家庭却更重要，现在祖国有
了危难，同胞有了危险，我怎么办？舍小为
大才是我应该做的。”这是一名援助湖北医
务工作者写给自己的抗疫日记。这位医务
工作者就是区人民医院的护师邹军。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您都做了哪些工
作？又是怎么想到去武汉一线参加抗疫？

邹军：其实在报名去武汉之前，我就已经在文
登隔离点和高速收费站口的一线战斗了。我是一名
护士，是国家培养了我，教给了知识，也教给了我做
人的道理。我不能在国家最需要我的时候逃避。医
院接到上级通知要选调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我想都
没想就立刻报了名。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践行当初从
事医护工作的誓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记者：第一天到武汉参加救援遇到了什么困
难？您自己是怎样克服困难的？

邹军：第八批山东医疗队当时被安排在武汉市
汉阳区的国博方舱医院，我们去的时候，这家医院还
没有完全改造好，但那时的武汉疫情已经刻不容缓，
我就记得方舱医院刚一开门，大批的确诊患者就像
潮水般涌来。我也是在医院从事了好些年的医护工
作，真的是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同行的很多战友
也被这场面惊呆了。好在我们都是有经验的护士，虽
然有些手忙脚乱，但还是按规定的完成了各项工作。
我心里明白，谁慌都可以但唯独我们医护人员不行，
我们是病人的主心骨，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可以
这样说，第一天我没喝上一口水，甚至停留的时间都
没有超过1分钟以上，几乎都是一路小跑。

记者：当时您都干了哪些工作？有没有害怕过？
邹军：开始我从事的是感控工作，主要任务就

是协助出舱的医护人员卸下防护服。他们在方舱里
工作特别辛苦特别劳累，时刻被病毒包围，所以他
们换班出来的时候需要有人协助他们卸下防护装
备。这个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却很危险，尽管
经过了层层消杀，但谁也不敢保证万无一失。现在
说起来是后怕，那时候我真的没想那么多，也顾不
上那么多，我不能看着我的战友因为卸防护服而耽
误他们本来就很少的休息时间。大概是到武汉的第
10天左右，我又主动报名参加了咽拭子采集小组，
跟之前的感控工作不同，咽拭子采集要直接面对患
者，不做好防护，感染的风险和几率会很大，我在之
前的防护基础上又多加了一层防护，就是这层防护
让我喘不过气来，有时候还会有窒息的感觉，我努
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慢慢的调整呼吸，适应之后
就进舱了。从早上8：30到下午1：15，我共采集了94

个病人，得到了队里的表扬。下班后等车的时候，我
喝了口水，这才发现距离上次喝水已经过去了23个
小时。可以这样说，不论我们医疗队从事哪一份工
作都是极具危险的，但当时我们的眼里只有病人，
其余的想都没想过。

记者：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哪些
让你感触很深又特别感动的事情？

邹军：首先就是战友情。没来这里之前，我并不
明白战友情，但这次抗击新冠肺炎，让我和我的战
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面临的虽不是枪林弹
雨，但也是生死考验。看着武汉地区有的医护人员
离开了我们，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战友
情。我们一起笑过，一起哭过，一起呐喊过！虽说山
东医疗队的全体成员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
但我们彼此之间经历了生死，结下了情谊。我用一
句话来概括就是“一个月一辈子”！

其次是医护情，武汉人民真的是对我们山东医
疗队的特别热情和友好，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
至八九岁的孩子，每次我们给他们做检查，送药，他
们都会说谢谢。有一个小姑娘在我给她做检查的时
候轻轻地说，“我能叫你护士妈妈吗？”看着眼前这
个被新冠肺炎折磨的孩子，我想起了我的女儿，再
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这次参加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战斗，虽然过程曲折艰辛，但我们第八批山东
医疗队创下了患者“零死亡”、“零感染”、“零返舱”、

“零事故”、“零投诉”、“零炒作”的“六零”战果，我为
我们感到骄傲！

记者：回过无数次家，这次回家有什么不一样
的感受？

邹军：说实话，我从没有像这次这么的想家，
我想我的爱人，想我的孩子，想我的科室，想我的
同事，有一种特别揪心特别难以释怀的情感。我还
要感谢咱们区委区政府，感谢医院领导对我们的关
心照顾，想我们之所想，急我们之所急，给我们邮
寄了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并且还特别的照顾我们
的家人，送米送面，送油送肉，让我们没有了后顾
之忧。我的领导和同事们经常在微信和短信里和我
说话，聊天，让我们更加安心的去投入战斗。我想
对他们说声谢谢，这次抗击疫情的胜利也有他们的
功劳。

文登区人民医院胃镜室

护师 邹军

祖国的大家庭是由一个个小家庭组成，有事一起扛，有难一起上，
这就是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的根本。以小家报大家是永远值得传
承的中华美德，邹军做到了。

回家，最美丽的转身！不因为你是女儿、妻子、妈
妈，更因为你是榜样、楷模、英雄！向人民医院的三位
英雄：吕院华、田翠翠、邹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
们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也祝愿我们的祖
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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