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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者口述：我们一定能战胜病毒

■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自从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
调员，米智慧就没有好好过过一个
春节。

2012年除夕之夜，10岁女孩王
鑫悦捐献了肝脏、肾脏、角膜和遗
体，延续了 3 个人的生命。2014 年
正月初五，16 岁黔江小伙捐献的 1
个肝脏、2个肾脏被成功移植给了3
个重症患者，眼角膜使 2 名盲人重
见光明。2015年大年三十，来自铜
梁的 63 岁的五保户刘大爷在当地
医院完成捐献手术，他的肾脏使两

人重获新生，遗体被用作医学研究
……每一例捐献都是由重庆市人体
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米智慧现场协
调见证的。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
情在全国蔓延，2020 年春节，对于
每一个人都不寻常。1 月 24 日除
夕夜，重医附二院有一位捐献志愿
者身体情况堪忧，需要协调员迅速
到现场协调并协助办理捐献手续。

同一天，重庆市政府发布消息，
根据《重庆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
项应急预案》，重庆市决定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要求

市民尽量减少外出。米智慧却无法
停下脚步，毅然踏出家门，她说：“政
府号召减少出门是为了保护人们的
生命健康，我出门也是。等待移植
的患者的生命以分秒计，我没有任
何理由不到场。何况我是护理人员
出身，虽然不能上抗疫一线，但能在
自己所在的领域为社会出一份力。”

从重医附二院回来的米智慧一
刻也没停着，安抚家属、整理资料，
事事亲力亲为。初三凌晨两点半，
米智慧接到通知，除夕夜签署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书的 28 岁小伙子生
命垂危，需要尽快实施捐献手术。

没有半点迟疑，半个小时后，米智慧
已经踏上了前往手术室的道路。

深冬的夜，寒风袭人。米智慧
戴上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她深
知当下是非常时期。凌晨三点，她
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给自己打
气，没想到收获了许多朋友同事的
关心，大家都被她“逆行”的勇气感
动，希望她保护好自己，称赞她是好
样的！在米智慧的见证下，捐献者
共捐献了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
角膜，至少为5人带去重生的希望，
他捐献的遗体也将用作医学研究。

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米智慧疫情下坚守岗位

这个“逆行者”，没有“请战书”

■ 记者 王达 杨振宇

2 月 20 日下午，新冠肺炎康复
患者余先生、陈女士前往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爱心献血屋，分别捐献康
复者血浆 400毫升，并约定 14天以
后再次捐献。

2 月 21 日上午，武汉市江夏区
基层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徐女士在新
冠肺炎治愈康复出院后捐献血浆。

在治疗期间，他们有过痛苦和
彷徨，但更多的是对医务人员的信
任和坚持。康复后，他们希望能为
抗击疫情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以下为他们的口述。

陈女士：“那些救我们的人，我
也想救他们”

我是腊月二十八（1月22日）被
查出患有新冠肺炎的。当时，我们
刚从广水娘家回来不久，我爱人就
感觉胸闷、心跳加快，还有点烧，我
们就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发热门
诊，但挂不上号，后来又去江夏区人
民医院，等拍完CT（电子计算机断
层扫描）一看，两人都是肺部感染，
我爱人比较严重，我的稍好些。

当天，医生就让住院，当时我们
还跟医生讨价还价，因为我们从农
村来武汉打工嘛，经济也不宽裕，没
想到后来国家都给我们免了（余先
生有部分费用尚未退还），真的挺感
激的。后来，到了29楼呼吸科住院
部，护士问我们哪里的，又看了我们
的身份证，说外地的不收。我就跟
医生说好话，说我们常住武汉，来了
都有 13 年了，最后护士长来了，看
我们可怜，就让我先住进去，让我老
公回去开居住证。等我老公回来，
等着住院的人更多了，我又去找护
士长，最后在31楼抢救室临时加了
两张床，把我爱人安顿进去了。就
这样，我在30楼，他在31楼，一直到
康复出院，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因为
楼层都被封起来了。

开始住院那两天，病房里都没
饭吃，医生护士也顾不过来，我们就
到处打电话，打市长热线，打 110，
到处求助，他们态度也特别好。到
了年三十中午，政府就开始给我们
供应盒饭，伙食还不错，每顿有三个
菜，偶尔加个汤，还有酸奶和水果。
我和我爱人就每天通过微信视频，
虽然见不了面，但心里特别惦记。
说实话，住院之前，我还不怕的，但
等住了院，心里就特别害怕，尤其是
我在 1 月初还回了趟娘家，住了三
五天，后来又回孝昌住了一个星期，
17 号那天姐夫开车把我们送回了
武汉。所以我被确诊之后，就天天
扳着指头数，一直等过了 14 天，他
们都没出现症状，我才放下心。后
来我反复回忆，可能是回到武汉后，

小年那天去买菜被感染的，也是不
幸中的万幸了，没有传染给更多人。

年三十下午，我爱人因为病情
比较重，就被转到江夏区中医院，我
症状比较轻，还留在江夏区人民医
院。医生具体怎么给我们治疗的，
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是打吊瓶，我爱
人听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最后到
了 2 月 9 日，我的核酸检测结果转
阴，肺部症状也没了，医生就让我出
院。2月10日，我爱人也出院了。

我们的出院，对很多病友来说
也是很大的鼓舞。一开始，我们病
房住了三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位
60多岁的阿姨，和一位35岁的高校
老师，我们三个病情都差不多。我
们住了一个星期后，做完核酸检测，
情况好转，又换到了29楼。我住6
床，7床是一个刚确诊的社区医生，
刚住进来时心理压力特别大，说话
都没气力，我就特担心。第二天，到
了吃饭时，我就跟她搭话，帮她把饭
带过来，就这样慢慢聊，说着说着，
她的心理压力就小多了。到了 9
日，医生通知我出院，她就特别高
兴，因为有了希望嘛，不然每天看到
的都是中重症患者，心里特别不好
受。

尤其是对于我爱人来说，这次
真的是过了次“鬼门关”。刚确诊的
时候，根本不知道病情会怎么发展，
有的三五天就没了，像我们医院的
彭医生，29 岁就去世了，我就感觉
特别心疼。出院后，因为要隔离，我
就在手机刷抖音，看到有信息说康
复者捐献血浆能够救治重症患者，
我爱人就动员我跟他一块去献血
浆。后来我跟妹妹也说了这事，她
正好在《长江日报》上看到这个消
息，就帮我问了记者（其实是爱心献
血屋联系人），然后记者5分钟后就
联系了我。但当时我以为，要等康
复14天后才能去，就一直等着。直
到了前天（2月19日），我爱人说，要
不我们先打电话预约吧？我就给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爱心献血屋打了电
话，接电话的医生特别客气，了解了
我们的情况后，又看了病历和出院
记录，说康复7天后就可以献血浆，
我们赶紧预约，昨天就被红会的专
车接过去了。

要问我们为什么献血浆？多高
尚的话我说不上来。我就是觉得，
这次我们生病了，国家为我们出了
多大力气，花了多少钱，咱不清楚具
体的，但心里也有点数。医护人员
天天在眼前忙来忙去，各行各业参
与抗疫，白天黑夜都守在那里，像我
们这些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还
是外来打工的，别的力量是真没有，
举全家之力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要
是献出血浆就能多救一个人的生
命，我愿意献，所以我跟我爱人商量

好了，等再过14天，我们还要去献，
一人再献400毫升。

说句心里话，以前医务人员在
我心里，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经
过这次我特别感动。谁都是血肉之
躯，谁都是别人家的孩子，面对疫
情，他们难道不怕吗，也怕的，但是
为了我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往上
冲。我们科室有个小护士，年龄比
我女儿大不了多少，有一天，她见了
我就说：“阿姨，我想哭。”我说“怎么
了？”她就说，听说眼角膜可以传染，
心里害怕。我也不知道那该怎么
办，就只能安慰她：“那你戴个眼镜
吧。”第二天，她就戴了一副眼镜。
他们就跟军人一样，特别值得尊敬。

我前些天看到一个数据，说有
1700多位医务人员被病毒感染了。
怎么会感染了这么多呢，其中还有
院士、专家，他们应该比谁都清楚防
护措施啊！我想来想去，觉得他们
还是累的，实在是太累了，导致自身
免疫力降低，难以抵御病毒入侵。
他们都是24小时连轴转，病人实在
是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甚至连水
都不敢喝，这样身体怎么能好的了
呢？我就特别心疼，那些救我们的
人，最后怎么就连自己也救不了，一
个接一个地倒下呢？所以如果捐献
血浆能够挽救他们的生命，我一定
要去。

另外，我也有点小小的私心，我
们是从农村出来的，家庭条件不算
太好，每个月要还房贷，一个月不做
工就没工资，像这样的日子，也不知
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所以我就盼
着，大家都能够早点好起来，这样大
家的生活安全了，我也能安心去做
工，挣工资。

最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
我捐献的血浆，能够用到被感染的
医务人员身上。按照道理讲，所有
生命都是平等的，但是如果医务人
员好了之后，他们会救更多的人，这
场灾难就会更快过去。所以我也希
望，能够有更多人去做这件有意义
的事。我老公是经常献血的，我知
道捐献血液无损健康，而且我们这
次献的还不是全血，而是血浆，其它
血小板等都会重新输回体内。当时
我还跟医生说，抽都抽出来了，要不
你们都留下吧，总会有些用处。但
是医生特别好，说我们还在恢复期，
献血浆回去多喝水就能补回，要献
血小板的话，可以等到以后再献，真
的让我很感动。

经历了这个事情，我感觉遇到
的所有人都是暖暖的，这就是患难
见真情吧。

徐女士：“病毒不可怕，我们一
定能战胜它”

我是武汉市江夏区基层卫生院

的工作人员，1月20日，我在上班时
感觉胸闷，有些不舒服。隔壁办公
室的同事也有咳嗽、发烧等感冒症
状。

1 月 21 日，这位同事被确诊为
新冠肺炎。单位领导让我也去做
CT 检查。可能因为是感染初期，
CT结果显示的症状比较轻微无法
确诊，让我回家观察3天，并做好自
我隔离。

回到家后，我还是感觉不舒服，
浑 身 酸 痛 无 力 ，连 续 两 晚 发 烧
38℃。

1月24日，大年三十，从外面回
来的儿子也有了发热的症状。

除夕之夜，我们母子俩双双住
进医院。经过验血，CT检查之后，
我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住进江夏区
中医院。

大年初一，我和儿子做了新冠
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均为
阳性。看着在同一个病房的儿子，
我们母子二人相顾无言，悲伤，担
忧，彷徨，恐惧，沮丧……万般滋味
在心头。

我辗转难眠，饭更是吃不下。
我不断地想：我被感染了无所谓，可
儿子才23岁啊。那几天，我瘦了好
几斤。在此期间，医护人员给了我
们极大帮助，他们不仅治疗我们的
身体，也时刻关心着我们的情绪，不
断地安慰我们。

住院期间，我持续发烧一周，医
生给我吃了中药和西药，还进行了
雾化治疗。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
下，我们的症状逐渐好转。

平时我经常关注与疫情相关的
新闻，看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看到全
国医护人员的支援，看到身边医生
护士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照，我心
里逐渐踏实了。我和儿子也开始不
断地相互鼓励，坚定战胜疾病的信
心。

在医院的作息时间很规律，一
日三餐都有护士送到床头。我的同
事们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想方设法
地给我做好吃的，送来了鸡汤、鱼
汤、红烧肉、腊肠等各种可口的饭
菜。2月10日出院时，我已经比以
前胖了好几斤了。

回想这一经历，我觉得我们是
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我真的非
常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医护人员，感
谢所有关心我们的人，所以我一定
要来为患者捐献血浆，为抗击疫情
献出一份力量。我儿子的出院手续
还没办完，过几天他也会来捐献。

我想对还在治疗的患者说，一
定要增强信心，吃好喝好，提升免疫
力，要相信医护人员一定会把我们
治好的。病毒不可怕，我们一定能
战胜它！

千里驰援，只因一袭白衣
——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医疗分队队长王学军

■ 记者 王达

来到武汉后，50岁的王学军第
一次穿起了纸尿裤。

王学军是青海红十字医院主任
医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青海队医疗分队队长，一位有着 26
年临床经验和 18 年党龄的共产党
员。和很多人想象的百里驰骋、车
轮滚滚不一样，他干的是院内转运
工作。

“可能有人觉得，院内有什么好
转运的，不就几百上千米的距离
吗？”王学军说，事实上，跑起来才知
道，看似简单的院内转诊，没了负压
救护车还真是不行。

王学军和队友进驻的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是武汉市最大的新
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全院一
共 1050 张病床，都是危重症、重症
患者。“基本都是老年人，还伴有并
发症，加上病毒造成的伤害，他们的
身体已经非常之差，连走几步路都
很困难。即便是轻症患者，情况也
很不乐观。”王学军说，此前，为了帮
助这些患者在不同楼栋之间转诊、
检查，医护人员经常要忙碌一两个
小时。但现在，他们用车一趟就能
拉完。

但光用车拉不行，他们还得抬
病人。“本来按照规定，我们只需要
在救护车上等着，医护人员会把患
者抬下来，我们拉上就走。但现在，
医护人员都太忙了，而且大多是女
同志，比我们更累。”每天推着沉重
的担架，辗转于隔离间、救护车和重
症监护室，王学军和队友们，全然忘
了自己已不再年轻。

尤其是，因为赶工期，车载担架
做工不是特别精细，推起来就更显
沉，再加上危重症患者必不可少的
呼吸机、监护仪等，连续几趟下来，
他们经常累得气喘吁吁，防护服里
汗出如浆。

这样的高强度工作，王学军和
队友三班倒，经常一班就是六七个
小时。最晚的一次，从下午 2 点忙
到了凌晨 1 点，直把他们累得脸色
发白，躺在床上连动弹一下手指的
力气都没有。

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敢多喝水。
“没办法，一套防护服要顶一个班，
也没时间换，只能用尿不湿。”王学
军说，尤其是早晨，武汉人喜欢喝
粥，但他们根本不敢喝，只能尽量挑
些干的吃，“补水越少越好”。

看到王学军们干活如此卖力，
有小护士好奇，一问才得知，他的身

份可“了不得”——国卫家卫健委麻
醉专业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
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
人、青海大学硕士生导师……

“老王，那你这次回去，职称上
怎么也得提一级吧？”有人自以为猜
透了他的心思。

“我都主任医师8年了，已经到
头了，还提个啥？”王学军笑。

还有些熟人知道他来武汉，好
奇他在这边的状态，就在微信问他：

“老王，在那边咋样？凭你的资历，
应该进专家组了吧？”

“进啥专家组啊？我就过来推
担架的。”王学军回复，还把自己的
抖音发给他们看。

“他们有些人可能不理解，觉得
你一搞麻醉的医学专家，跑武汉去
推担架干啥？但他们不明白，我不
来，心里就不踏实。”王学军说。

改变王学军思想的，是直面汶
川地震、玉树地震两次特大自然灾
害的救援经历。当时，他两次向组
织主动请战，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现
场，看多了生命无常和生离死别，内
心触动很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1 月 27
日，青海省准备派出第一批援鄂医
疗队，王学军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
书。但因为并非呼吸和危重症医学
科，他未能如愿进入第一批名单。

2月7日，青海省红十字会接到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知，决定选召
10 人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
车队。王学军得知消息，立即申请
加入青海省红十字会名单，“本来我
在卫健委下一批派遣名单里，但实
在等不及了，就想早点赶到武汉”。

“你知道我来这边，印象最深的
是什么吗？是那些堆积在医院走廊
里、病房外的垃圾袋，有黄色的、红色
的，一个、两个、三个，就那样静静地堆
在那，你知道它们代表着什么吗？”王
学军反问，随后又自言自语：“那些红
色的，都是逝者的遗物啊，因为粘附着
病毒，回头都要一把火烧掉，就像它们
主人的生命，在这个世间就没了。”

王学军说着，便沉默了。往返于
生死之间，这个穿着XL号防护服都
显小的高原汉子，在这一刻忍不住眼
眶通红。“但我知道，肯定有一些人活
了下来。”随后，他又振作起来：“就像
前些天，我们遇到了一位大姐，是我
们在院区遇到的少有的精神状态比
较好的患者，她向我们借用了消毒液
洗手，还很有礼貌地向我们道谢。我
能预感到，她一定会好起来！一定还
会有更多人好起来！”

这片“蓝天”很美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有一群人，头戴蓝盔，身穿防护服，
肩背喷雾器每天穿梭在街道社区、企
业单位，不惧危险，勇往直前。他们，
就是疫情下的“逆行者”——郑州红十
字蓝天应急救援队。

截至 2 月 12 日，郑州市红十字蓝
天应急救援队累计为社区、单位消杀
面积达49万平方米，转运防控物资共
18吨，爱心捐赠消杀设备、防疫物资12
万元。

（谭纪刚）

“我相信武汉一定会浴火重生”

■ 记者 杨振宇

2 月 21 日，湖北省武汉市人民
医院爱心献血屋外，新冠肺炎康复
者王芸（化名）脱下羽绒服，给自己
降温。

她说：“献血屋内比较热，我现
在体温有点高，好担心不能捐献
啊，白让大家为我忙了半天。”

这是王芸康复出院的第 13天。
32岁的王芸是一位医生，1月 22日
之前，她在门诊工作时曾接诊过一
些有发烧症状的患者。1月 23日，
她开始全身酸痛，畏寒乏力，只好
在家休息，并服用了奥司他韦和连
花清瘟胶囊。

1月25日，大年初一，王芸发烧
近 39 度，随后住进医院。次日，她
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阳
性。

回想起确诊那一刻，王芸说：
“没有太多担心，我是学医的，了解
得比较多，所以不是很怕。”

住院治疗五六天后，王芸的症
状明显好转，她笑着说：“每天就是
吃了睡，一天吃3个鸡蛋，蔬菜水果
也吃得很多。虽然不想吃，但是要
强迫自己多吃东西。”

王芸说：“住院期间，每一件事
都很难忘，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让我
温暖，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感
动。”

病房内，很多患者精神状态不
好，不想多说话。王芸就和病友们

互相鼓励，她还密切关注着新冠肺
炎的相关新闻，告诉大家要满怀希
望，要相信党和政府，“所有人都在
想尽办法竭尽全力救我们，我们自
己一定不要放弃！”

2月9日，王芸康复出院。在和
一名同为医生的同学聊天时，对方
告诉她：“我的两名患者用了康复
者血清，效果很好，但是目前捐献
者还不太多。”

得知这一情况后，王芸立即决
定捐献血清。“作为一名医生，在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刻被感染了，给同
行添了麻烦，心里挺内疚的。希望
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因为我的
命也是别人救回来的。”

2 月 19 日起，中国红十字会救
护转运车队北京队派车在武汉市
人民医院爱心献血屋、武汉金银潭
医院献血屋等献血点接送捐献血
浆的新冠肺炎康复者，为捐献者提
供出行便利。

2 月 21 日上午，王芸乘坐中国
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北京队的
车辆，来到武汉市人民医院爱心献
血屋。

捐献完成后，王芸一脸轻松地
走出献血屋：“我很快就可以回去
上班了，我天天盼着重回一线，为
抗击疫情出力。我是武汉人，生于
斯，长于斯。虽疾疫无情，但九州
同心，我相信武汉会一定会浴火重
生！”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北京队在武汉市人民医院爱心献血屋接
送捐献血浆的新冠肺炎康复者 （杨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