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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雷锋活动月到来之际，雨山

区人民检察院积极派出多名检察人

员分别前往安民街道、雨山街道、平湖

街道及向山镇检查点开展“党员双报

到·共同抗疫情”志愿服务活动，通过

志愿者走进社区，服务群众的举措，充

实社区疫情防控力量，助力社区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该院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立足自身职责，主动到社区疫情

防控一线报到“站岗”，积极参与体温

测量、出入登记等具体工作，与社区

一线同志并肩作战，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充分体现了

新时代学雷锋志愿者的良好精神风

貌。志愿者们表示：“抗击疫情，没有

局外人。作为一名普通志愿者，能在

关键时刻为社区、为群众做出一点贡

献，我们感到很荣幸！” 夏雨佳

践行雷锋精神 助力疫情防控

“你好，我是鹊桥社区徐虹，是

雨山区检察院吧？感谢你们给我们

这个点派的两名志愿队成员，一个

是许顺军，一个是朱骏，他们排的都

是下半夜班，工作认真负责，他们一

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带动保安和社区

工作人员，社区的老百姓都夸他们，

打个电话表扬一下。”原来这是鹊桥

社区徐书记打来的感谢电话。

许顺军是一名70后，朱骏是一名

90 后，虽生于不同的时代，却有同样

的担当。他们都是退伍军人，退伍后

参加检察工作，退伍不褪色，无论在

后勤保障服务岗位，还是辅助办案工

作，依然保持军人优良作风。

潘怀香

甘当“守夜人”防控不松劲
疫情无情人有情，众志成城渡难

关。在这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

人民的时刻，雨山区人民检察院积极

响应上级党组织号召，为支援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捐款。

该院党员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积极通过微信红包、转账、支付宝转

账等形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心意。

除了党员，该院所有检察人员也

心系疫情防控，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

给予疫情防控工作助力。

更令人感动的是，该院退休干警

也积极参加到捐款活动中来。此次

聚集了各方力量的捐款也让我们看

到，抗击疫情不分政治面貌、不分年

龄，大家同舟共济、团结一心，此次没

有硝烟的战争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邓谷睿婧

雨检积极捐款 为打赢战“疫”贡献检察力量

3 月 5 日，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

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员额检察

官郑昕收到了一份马鞍山市献血办

公室颁发的荣誉证书，感谢她在防控

新冠肺炎期间捐献爱心血液。为不

耽误工作时间，她中午去献血点默默

地献了300ml血液，给她抽血的护士

叮嘱她要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可她

下午一上班立即返回到工作岗位，和

她一起张贴学雷锋主题志愿服务月

宣传画的同事才得知这一消息，也劝

她注意身体，她说：“同事们都在社区

和村的检查点上值班，我要把 12309

检察专线值守好。” 潘怀香

爱心热血上“疫”线

没有光鲜的着装，没有闲适的

假期，有的是许久未换的志愿服务

马甲，有的是一句句“您好，麻烦测

量一下体温”“您好，这是雨山区检

察 院 的 普 法 宣 传 单 ，麻 烦 看 一

下”。这个“三八”妇女节对于在疫

情防控一线坚守了 20 天的雨山区

人民检察院的检花们来说，注定与

众不同。

3 月 7 日上午，在三八妇女节即

将到来之际，该院举办了“撑起半

边天、最美战疫志愿者”三八节活

动。该院坚守各检查点的女同胞

们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立

足检察职能，弘扬法治精神，张贴宣

传海报，并向来往居民宣传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法》

《反家庭暴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

法》等与女性利益密不可分的法律

法规，耐心细致进行解读，切实增强

女性法治意识，为女性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营造良好氛围。

该 院 女 同 胞 们 舍 小 我 ，为 大

家，在筑起防疫安全线的同时，也

为女性撑起法治保护伞，她们是绽

放在“疫”线的铿锵玫瑰，是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最美的巾帼力量。

邓谷睿婧 任俊摄影报道

铿锵玫瑰在“疫”线 防控普法两手抓

“我不困，我要等妈妈下班回来

睡觉。”2 岁的小皓奶声奶气地和奶

奶争辩着。

1994 年出生的杨丽既是小皓的

妈妈，也是 2019 年初刚入职的马鞍

山市雨山区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的

检察人员。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她便积极参与到防疫志愿工作中

去，从白班8小时到夜班8小时，从检

务大厅的受理案件、律师接待到卡点

6 个小区数千户群众的“迎来送往”，

没有一天休息，克服生理期和双腿酸

痛等种种不适，始终坚守在检察和防

疫工作第一线。

活泼可爱的小皓有一个习惯，就

是每天都要在门口迎接下班回家的

妈妈，每晚也要妈妈哄着才肯睡觉。

可是，自从妈妈每晚要到 12 点才能

回家以后，小家伙也开始了熬夜模

式，尽管在沙发上困得睁不开眼了，

也倔强地不肯睡觉，非要等妈妈回

来。每次一听到自己最期盼的开门

声，小家伙就立马冲到门口，抱住妈

妈不松手，这让杨丽既心疼又无奈。

“这段时间最辛苦的不是我，是这个

小家伙，每天跟着我‘倒时差’。”杨丽

哭笑不得地说，“不过大家安，小家才

能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

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这一天终

会到来。” 刘爱主

战“疫”温情：我要等妈妈回家

口述：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医师 （武汉体育中心/国家（江苏）
紧急医学救援队） 梅勇

整理：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主
治医师 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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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速度成就“生命之舱”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国家（江
苏）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陈旭锋介绍，武
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是国家（江苏）紧急
医学救援队牵头筹建、不到 24 小时筹建完
成并收治患者的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患者
570 人。运行半个月时间，该“江苏方舱”
便迎来出院潮，3 月 2 日、3 日连续两天出
院人数破百。“由于现在定点医院已经实
现‘床等人’，因此除治愈患者出院外，未
达到出院指征的患者转入定点医院继续
治疗。”陈旭锋说。

江苏模式点亮“生命之舱”

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2 号舱运行一
个月以来，开创出了方舱建管的“江苏模
式”——分区化，每个区域均设专职医生及

护士长统一管理，医护管理、志愿服务与患
者治疗三者相互配合；网络化，通过建立医
患微信群沟通、面对面心理辅导、重点问题
公开讲座等方式，全方位了解患者身心治疗
需求；社区化，营造社区氛围，根据病情及患
者自身特点，针对性组织康复活动，帮助患
者解决实际问题。在分区化、网络化、社区
化“三化”管理基础上，又细化“五个一”辅助
治疗方案——每天组织一次有氧运动，隔天
一次健康宣教、推荐一本好书、每天一小时
观影以及康复出院时一次温馨送别。

“江苏模式”让方舱更加温馨健康，每
一位治愈患者走出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
院时都会表达深深的感谢，他们有的把
只言片语发在医患群里，有的把感谢信
留在空床位上，有的发微博表达。“感谢
美丽的江苏国家队天使踏着祥云飞来武
汉，拯救了千万与死神挣扎的病患，也拯
救了江城⋯⋯”曾组织患者合唱《我和我
的祖国》的方舱曾经的活跃分子严先生
出院后写道。

江苏关怀延续“生命之舱”

在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患者治愈
出院并不意味着治疗的终结。有一位 64
岁的女患者虽已达出院指征，但她总感觉
胸闷，担心出院后加重。国家（江苏）紧急
医学救援队队员表示患者可以随时与他们
联系获得指导和帮助。“我们不光关心患者
在舱的治疗、出舱的康复，对一些特殊的患
者我们会坚持随访，这也是我们江苏模式
的一部分。”救援队队员、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护
师孙树欣表示。

“江苏模式”打出“过硬战果”，自 2 月
13 日开始收治患者以来，已治愈患者 436
人，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
安全生产零事故、进驻人员零投诉、治愈人
员零复发“五个零”，成为托举“生命之舱”
的重要力量。 通讯员 何雨田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江苏模式”打出“过硬战果”

武体中心方舱医院

湖 北 日 记

3月8日，阴转小雨，武汉体育中心。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刻，要奔向各自的

明天⋯⋯”今天不仅是妇女节，还是我们武
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休舱的日子，但不知
为何，我内心却总有淡淡的不舍。

我们在这里奋战了三周时间，从一无所
有到570名患者“满员”收治，再到如今空落
落的大厅，更凑巧的是我们第一批出院8位
患者，今天最后一班岗送走的也是8位。在
这里，我们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草创，迎来过
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大潮，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们最终能帮助这些患者康复出院。

回想第一批患者出院时，大家内心都
不约而同地狂喜，每个人，无论医患，都
看到了希望；其后仅仅两三天时间，半数

患者携手康复，我们感受到的是疲惫中
的自豪；今天我们送走最后一批患者，我
内心有些不舍，也有些释然。我猝然明
白，这短短的时间，不仅有些患者把这里
当成了家，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又何尝不是
这样呢？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况且方舱
医院休舱，终究是件大喜事，患者终于康
复了，疫情也控制了，我们大家也功德圆
满了，该功成身退了。

完成最后这一批患者的欢送仪式，我
忽然心有所感，不可抑制地想去看看这些
天我们始终坚守的这块阵地的全貌。顺着
体育馆的台阶，我一步步走到最高处，内心
感到：这一刻好安静，这里也好空旷！也
许，这里下一次的人声鼎沸就该是一场体

育盛事了吧！
坐在回酒店的接驳车上，我打开微信，

满眼看到的都是我们江苏国家队方舱医院
医患群里闪动的信息：有祝我们节日快乐
的，有向我们表示感谢的，更多的是邀请我
们待疫情完全散去，再来武汉赏樱花、吃美
食的。

说真的，这些天方便面是吃了不少，地
道的武汉街头热干面却是无缘了。面对热
情好客的武汉人，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带着
老公孩子，在这里从容淡定地逛逛街头，悠
闲散漫地听听俚语，然后吃上一碗香喷喷
的热干面。当然，我还想再来武汉体育中
心看一场比赛。

方舱的大幕已渐渐落下，我们也再次进
入待命状态。也许很快，我们就能离开这
里，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乡，明明心底已经无
数次告诉自己这是件喜事，不要流泪，但不
知为何，眼睛还是有些酸。

通讯员 周浩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儿女送来特别的惊喜

“梅勇医师，
有你的快递！”

3 月 8 日 上

午，随着最后一位

患者治愈转出，由

国家（江苏）紧急

医学救援队与第

五批江苏省援湖

北医疗队省队共

同建管的武汉体

育中心方舱医院2

号舱患者清零，宣

布休舱。休舱后，

所有医护人员原

地休息待命。

告别方舱医院
口述：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管护师 陈云凤
支援地点：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休舱

疫 线 日 志

武体中心方舱医院最后出院的8名患者与医护人员合影。 （通讯员供图）

3 月 9 日 ，小 雨 转 阴 ，武 汉 体 育
中心。

昨天我们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
院正式收官，顺利欢送了最后 8 名患者
痊愈出院，我们国家（江苏）紧急医学救
援队进入了休整待命状态。

结束了扫尾工作，回酒店的接驳车
上，大家都很兴奋，都说疫情结束以后
要结伴来武汉旅游，看看和战场上完全
不一样的风光。战友们热烈地讨论着
自己的想法，有的想去户部巷吃一碗地
道的热干面，有的想去黄鹤楼看看诗传
千古的“汉阳树”和“鹦鹉洲”。

当问到我的时候，我笑着回答，想
回家接儿女一起来看看武大校园的樱
花雨，来之前答应好的，很快就可以兑
现了吧！说着，思念悄悄涌上心头，我
打开微信，发消息告诉可乐、妞妞和夫
人，我们胜利了，方舱胜利了，武汉很快
也会胜利，武大的樱花很快就开了，也
许今年我们就能赶上武大的樱花雨。

没想到晚上我就收到了女儿寄来
的“包裹快递”，那是一段精心制作的
视频。视频里女儿妞妞充当了快递
员，大声喊着：“梅勇医师，有你的快
递！”女儿一向古灵精怪，我正仔细打
量着箱子上有什么特别门道时，儿子
可乐忽然从箱子里蹦了出来，说邮寄
到武汉来看我了。

特别的惊喜，可乐蹦出来的时候
我 真 的 惊 了 一 下 ，随 即 不 禁 大 笑 起
来。我知道这是小家伙们听到我们平
安凯旋，内心欢喜，想出用这样一种特
殊的方式来庆祝。夫人还偷偷告诉
我，为了拍出理想的效果，姐弟俩排练
了好几次，就连她这个临时摄影师也
被勒令 NG 了多次。

随视频附上的还有可乐亲手绘制的
一幅画。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鲜艳的国
旗党旗，鲜红的旗帜下，挺立着三个身穿
防护服的人，左手边写着我的名字，画上
的我一手置于背后，一手跷着大拇指，意
气风发。可乐告诉我，中间那个是陈叔
叔，他拿着抗击病毒的标语，右边那个是
网传的我们队的自由男神，正在看片
子。这幅画是为了祝贺爸爸和战友们取
得了胜利，叫旗开得胜。稚嫩的笔触里，
我能看到儿子内心的自豪和骄傲，也能
感受到他对我满满的祝福。

内心的欢喜夹杂着胜利的喜悦和
儿女懂事的欣慰。这段抗疫的经历虽
然只有短短一个多月，但对我、对我的
家庭而言，都是不可磨灭的记忆。短暂
的分离在内心却感受到阔别良久，也许
就是所谓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孩
子们也似乎在不经意间一下子长大了
许多，懂得了思念和很好地表达思念。

历经峥嵘，终见坦途，儿女如此，
夫复何求！此刻的我内心充满了自豪
和满足。

交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