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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报名支援武汉瞒着父母

大年初二早上8点， 王颖妍刚刚下
夜班， 手机里传来科室群发的征集报
名参加武汉医疗驰援的通知。 接到通
知前， 王颖妍就和同事讨论过去武汉
支援的想法。 “非典时我上初一 ， 如
今参加工作8年了， 一直在ICU， 照顾
重症患者有经验， 国家有需要， 我报
名上前线。” 王颖妍没有多想， 就提交
了报名申请。

丈夫王贺接王颖妍下班， 回家路
程的半小时里， 王颖妍心情忐忑， 不
知道怎么和丈夫提起自己报名的事 ，
毕竟儿子才2岁 ， 正是需要照顾的时
候。 车子停好， 王颖妍叫住了要上楼
的丈夫。

“医院要组织去武汉支援 ， 我
报名了。”

丈夫愣了愣神说：“你考虑好了？ ”
王颖妍说： “你不怪我吧， 报完

名才告诉你。”
“去吧， 国家需要， 我不能给你

拖后腿， 儿子有奶奶姥姥照顾， 赶紧

收拾东西去。”
“你可别告诉我爸妈啊， 就说我

在医院不能回家……”
1月28日凌晨， 王颖妍所在的北京

市属医院医疗队抵达武汉， 接手武汉
协和医院西院新冠肺炎病患的救治工
作， 此后， 王颖妍一直坚守在病房。

“我在 ICU隔离病房工作 ， 这里
是收治危重病人的地方， 是最危险的
地方 。 我们有严格标准的防护措施 ，
每天24小时待命， 随时准备收治病人。
每天很忙很累， 但来了我就不后悔。”
王颖妍说。

见不得病患卡痰难受的样子

王颖妍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重症医
学科工作。 护理的都是重症患者，经验
丰富，业务扎实，这也是科室派她参加
支援的重要因素。 常年的ICU工作，让
王颖妍有了个“职业病”，就是见不得病
人因为嗓子里有痰难受的样子。

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12层重症隔
离病房，有一位35岁的女性新冠肺炎患
者。 王颖妍在做好各位病患护理工作的

同时，得空就去看看她。 “她太年轻了，
一直在ICU，情绪也不太好。 那几天状
态好了不少，我们鼓励她尽可能多吃一
点东西，要坚强，要乐观，这样对身体恢
复都有好处。 ”王颖妍回忆说。

这一天， 王颖妍又来到女患者的
病房， 听到她因为有痰呼吸不畅的声
音。 “咱们坐起来， 我给你拍拍后背，
咱们把痰咳一咳好不好？ 咳出来就舒
服了。” “我能坐起来吗？” 女患者惊
讶地问。

“你要相信自己呀，你恢复的很好，
我帮你，咱们努力。 ”穿着隔离衣的王颖
妍，用力撑起患者的后背，轻拍、鼓励、
处理痰渍……“谢谢，咳出来舒服多了，
我没想到自己能坐起来。 ”女患者郁结
已久的心打开了，泪水润湿了眼眶。 “你
要加油呀！ 咱们一道努力恢复，让您早
日出院。 ”王颖妍说。

递交入党申请书

日复一日， 王颖妍已经适应了在
武汉紧张的医务工作。 与身边的同事
并肩作战， 北京医疗队的精气神鼓舞

着她再接再厉， 越战越勇。 在这里的
每一天， 她在抗击新冠肺炎一线， 感
受着党和国家为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
平安作出的努力； 感受着身边同事舍
小家为大家， 冲在前线抢救生命的奉
献精神。

2月1日， 王颖妍向北京医疗队临
时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次参加支援武汉医疗队工作 ，
王颖妍对党组织的敬畏之心溢于言表。

武汉距离平谷1300公里。 王颖妍想
家的时候， 就翻开手机里的照片看一
会。 有时还会打开地图软件，量量这里
离家有多远。 丈夫的“保密工作”很扎
实，父母还一直不知道她去了武汉。

“我家在平谷北部山区， 父母都
是淳朴实在的农民。 我和他们说在市
里医院工作呢 ， 得隔离 ， 不能回家 。
他们都信。” 王颖妍说。

只身在武汉， 亲人在平谷。 王颖
妍每天也在关注着家乡的疫情防控工
作。 每天看到 “平谷区自有疫情以来
无报告病例 ”， 她特别开心 ， 为家乡
周密的防控工作感到自豪。

护士王颖妍：瞒着父母驰援武汉

房山区河北镇杏园村是搬迁村 ，
2019年杏园村一部分村民搬进了位于
青龙湖的安置房。 自防疫工作开展以
来， 杏园村与其周边相邻的三个搬迁
村一起建立了联合检查点， 与此同时，
还要兼顾已经搬迁到青龙湖安置房居
住的村民防控工作。

身为杏园村党支部、 村委会的带
头人， 宋友辉每天往返于检查点、 村、
安置房， 带领村干部 、 党员、 志愿者
严格落实各项防疫举措， 共同为村民
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为了更好的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 ， 他也变成了一名
“百变达人”。

他是 “宣传员”

“大爷， 少出门、 别聚集， 出门
一定戴口罩。” “回家勤洗手， 注意定
时通风换气……” 类似这样的话， 宋
友辉每日不厌其烦的见人就说。

这个春节， 宋友辉舍弃和家人团
聚 、 放弃假日休息时间 ， 深入一线 ，
每天走街串户。 他始终将保护人民生
命健康的使命放在心头， 组织党员干
部一起张贴公告、 发放宣传单， 向村
民宣传疫情防控有关知识， 提高自身
的防控意识。

他是 “警卫员”

疫情发生以来， 每天上午， 宋友
辉带着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走访， 了
解各户人员外出情况， 做到随时掌握
人员流动情况； 下午， 他又到检查点
执勤， 检查、 询问过往人员， 收集外
来人员信息； 晚上， 他继续在检查点

执勤， 抓紧时间分析当天的情况、 梳
理存在问题。

“检查点的口罩快没了， 这么多
人， 没有口罩不行呀。” 检查点的志愿
者说。

“我找找看，别着急。 ”宋友辉说。
第二天， 宋友辉拿着1500个口罩

捐给了检查点， 在这个时候， 他是村
民健康的 “警卫员”。

他是 “快递员”

“书记， 我要一箱舒化牛奶， 买
的时候看看日期 ， 时间太久的不要 ，
再要两个圆白菜。”

“记下了，大妈，明天给您送到家。 ”
电话里简短的对话， 是杏园村一

位村民正在向宋友辉报购物需求。
杏园村居民有不少老人， 村内又

没有商店且离商业街距离太远， 在疫
情防控期间村民出行不方便， 为了解
决村民需求、 减少村民外出， 宋友辉
带领几名志愿者一起， 每天收集村民
购物需求并统一外出购物， 准时送至

他们家门口。 他说： “虽然自己辛苦
了点 ， 但却让大家的生活不受影响 ，
对社区防控疫情有帮助， 这就行！”

他是 “服务员”

为了春节团聚， 杏园村部分老人
搬到了子女家中居住。 这次， 由于受
疫情的影响， 很长时间人回不来， 导
致留在家中的鸡狗等小动物无人喂食，
村民们十分着急。 看到这种情况， 宋
友辉决定， 还是由他和村中的志愿者
一起， 定期为不能返村的村民喂食小
动物， 彻底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同时， 宋友辉还带领村民积极响
应镇党委政府发出的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倡议， 不仅带头为检查点打扫卫生，
还广泛动员村民划定区域对公共场所
进行清扫， 确保村民能够拥有一个健
康卫生的生活环境。

对此， 宋友辉说： “作为一名党
员， 国家需要我， 我要上， 群众需要
我， 我要上， 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
使命。”

□本报记者 博雅 通讯员 张台

疫情当前，村支书成“百变达人”

“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到了武汉。 特
别是我妈，她是个粗线条的人，每天在
平谷县城里帮我和姐姐带孩子，感觉她
比我都忙，老两口一直以为我在市里医
院上班呢。 我爸在村里住，说得保证我
们村是净土， 都没给我妈办出入证，让
她在城里住着别回家……”平谷姑娘王
颖妍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着。

“你这隐藏的很深啊。 ”记者说。
“嘿嘿，不能让他们为我担心呀，我

能照顾好自己。 ”王颖妍说。
王颖妍，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

区重症医学科护师，1989年出生于北京
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前北宫村。 今年1月
27日，作为北京医疗队的一员，她奔赴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驰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