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学凡在病房休息

贾学凡是市第一人民医院从事护理工作 19 年的护
士。 在此次防疫工作中，她舍下两个孩子和家人冲向隔离
病区，她脸上布满勒痕，耳朵被磨得发红发胀，可她却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抗疫第一线，我理应冲在前。 ”

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贾学凡：

护理老兵应冲在前
□本报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朱霖 朱珂珂

“理应冲在前面”
腊月二十八，贾学凡接

到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隔
离病区的调令时，她正在手
术台上做器械护士。疫情就
是命令，下了手术台，她一
路小跑赶到隔离病区报到。

选择了一线， 就相当
于选择了与病毒近距离接
触， 感染的几率无疑要比
常人高很多， 也意味着很
长一段时间她不能离开医
院，不能回家。 她说：“年轻
人都在写请战书， 我是在
护理岗位干了 19 年的老
兵，理应冲在前面。 ”

隔离病房的工作和普
通病房截然不同。 穿上严
密的防护服，戴上口罩、护
目镜和橡胶手套， 感觉自
己像个太空人一般。 但很
快护目镜上就蒙了层雾
气， 贴身的衣服也被汗水
湿透。

尽管这样， 贾学凡和
她的同事们仍然竭尽全力
完成好自己的工作： 抽血
看不清， 就细心地摸着血
管扎；患者有疑问，就耐心
安抚和解释；消毒隔离、手
的卫生丝毫不敢懈怠。

“考验应该挺住”
贾学凡将刚满 10 个

月小孩子托付给父母，大
孩子上初三，在电话中知
道妈妈要上前线，沉默片
刻后哽咽着说：“妈妈要
照顾好自己， 我会想你
的。 ”贾学凡眼中噙满泪
水，感到孩子一瞬间成长
了很多。

护理部主任杨付莲了
解到贾学凡的家庭情况后
决定让第二梯队的同事接
替她的工作， 她当即给杨
付莲打了 3 通电话， 再三
恳求不要换下她， 急得直
掉眼泪。

贾学凡 71 岁的父亲
力挺闺女上前线， 每天发
信息鼓励女儿。“这是考验

应该挺住！ 既然干这一行
就要以病人为重， 当然也
要保护自己。 ”

得知医院考虑到职工
家庭情况会有新的岗位安
排，身为“老党员”的父亲
狠狠批评了她，“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你应该带头冲锋
陷阵呢，怎么能离开！ ”

老父亲除了每日给
女儿加油打气外，还自发
向身边好友发起了公益
募捐，所筹善款全部用于
支援前线医务人员抗击
疫情。

这对铁骨铮铮的父女
及家人让无数人泪目，也让
更多人看到希望：疫情总会
过去，春天，会来的。 ⑥1

运送抗疫物资

冉怀源是南阳市邮政分公司一名 90 后邮运司机。 疫情当前，他主动请战，和同事高龙一路“狂
奔”，将防护服、消毒液、口罩等防疫物资从南阳市运至湖北省鄂州市。 在这次意义特殊的运输任务中，
冉怀源记忆深刻，他向记者讲述了运输前后两日，以及返回后被隔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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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中能出份力 是我毕生的荣耀
———南阳市邮运司机冉怀源的“纸短情长”

1 月 26 日 阴
家人支持坚定了去疫区的决心和信心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发生后，作为一名邮车驾驶
员，我就有了去湖北做志愿服
务的念头。 恰好，南阳邮政推
出开辟捐赠防疫物资寄递绿
色通道，需要两名经验丰富的
司机去湖北鄂州运送防控物
资。 我三十而立，有 5 年以上
驾龄，并且年富力强，完全符
合条件。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

毫不犹豫，郑重地写下了请愿
书，表示自愿加入运输抗击疫
情物资团队。

“你要去湖北？我也符合条
件，也是 90 后，我也报名！ ”我
的同事高龙也站了出来。 我们
非常希望能为打赢抗疫阻击战
贡献微薄之力。于是，我俩同时
在请战书上按下红手印。

在提交请愿书前，担心父

母和爱人不支持，于是我先斩
后奏。 在回到家收拾行李时，我
给家人说去鄂州送防疫物资，
说话间，没敢抬头看家人。“作
为一名邮政工作者， 邮政企业
培养你多年， 就要时刻准备为
邮政争光，为国家无私奉献，你
尽管去吧，我们支持你！ ”家人
们的一席话更加坚定了我驰援
疫情一线的决心和信心。

1 月 27 日 晴
疫区群众纷纷向他俩伸出大拇指

下午 4 时， 我和高龙准时
到达南阳医疗器械公司， 特殊
时期，车辆只能停在路边。 防控
物资生产供应紧张，生产一箱，
装车一箱， 只能靠小推车一件
一件地来回几次转运到邮车
上。 从下午 6 时到次日凌晨 1
时， 我们终于把 400 箱防疫物
资装车完毕。

为了尽早把防疫物资送
达，我们一路上争分夺秒，与时
间赛跑，一刻也不敢耽搁。 困了
就轮换驾驶， 渴了喝口矿泉水，
饿了吃口面包。我问高龙：“去疫
区害怕吗？ ” 高龙拍着胸脯说：
“写请战书时， 我就坚定了决
心。 ”哈哈，我俩心情咋一样呢！

一路上，车辆很少，我们很

惊喜地遇到几台装满抗疫物资
的外地邮车，彼此鸣笛致意，一
同往湖北方向疾驰而行。经过 7
个多小时的飞奔， 终于到达目
的地鄂州市疾控中心。 在物资
交接时， 排队等待领取的人们
纷纷为我俩伸出大拇指。 那一
刻，我俩心里特别温暖，也特别
自豪。

2 月 4 日 晴
在战“疫”中能出份力是毕生的荣耀

今日立春，是我们从鄂州回
来进行隔离的第 7天。 室外阳光
灿烂，似乎预示着离战“疫”胜利
不远了。

邮政企业切实把员工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隔离这几天， 领导和同事们每
天给我们打电话、发信息，密切
关注我俩的身体和生活情况。

他们得知我俩按时测量体温、
坚持锻炼身体、 目前一切安好
的消息后，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了。 其实我想，等隔离时间结束
后，如果再有驰援疫区的机会，
我还会义不容辞。

晚上 7 时， 南阳邮政网路
运营中心经理王鹏在网运群里
发了一条信息：“冉怀源和高龙

两位同志， 工作中虽没有
惊天动地的业绩， 但在平
凡的岗位上塑造了不平凡
的奉献精神， 他们在疫情

面前迎难而上的行为让大家深
受感动。 ”看到同事们纷纷竖起
大拇指点赞，我俩都不好意思。
在这场战“疫”中我能出份力，
是我毕生的荣耀。

我的爱人是护士，结婚三年
来，我经常出车，我俩各忙各的，
聚少离多。 昨天，爱人发来信息：
“老公，你辛苦了！ 等战‘疫’取得
决定性胜利后， 我们好好团聚，
一起去远方度假。 ”⑥1

（本报记者 马苏 通讯员
刘力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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