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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泱程

他是儿科医生，套上防护服走
进儿童隔离区，做起了孩子王；她
是血透室护士，为患者连接起“人
工肾”。在乐清市人民医院里，有这
样一对医护夫妻，他们用自己的方
式为生命保驾护航。他们是金定
好、卓乐琴夫妇。

作为特殊隔离病区儿童医疗组
组长，每天8时不到，金定好都会准
时出现在儿童隔离区前，与同事交
接好工作，详细记录好每个孩子的
情况，便套上防护服，进入隔离

区，开始一整天的工作。
“晶晶 （化名） 还只有10岁，

她情况怎么样？……”2月8日，晶
晶的妈妈拨通了金定好的电话，说
话间忍不住哭起来。“请你们放心，
孩子的事我们来想办法。”金定好的
话，给晶晶妈妈吃了颗“定心丸”。
2月9日晶晶解除隔离并离院，2月
10日一早，晶晶妈妈给他发了一张
他工作时的背影照，并留言：“这是
晶晶给你拍的，你们要做好防护措
施，乐清有你们，让我们这座城市
很有安全感。”

“孩子住在医院，家长们都很

担心。为避免孩子家长出现焦虑，
我会留自己的电话给他们，让他们
可以从我这知道孩子的情况。”金定
好说。孩子们在隔离区，一人一个
病房，会经常哭闹。他与其他医护
人员一起，空闲的时候安排他们看
书、画画，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在年前，金定好便和妻子将2
个孩子分别“派送”至父母家及孩
子舅舅家。提起两个孩子，金定好
有些愧疚，他与妻子已有20多天没
见到孩子了，但隔离病区的孩子们
纯真无邪的笑颜，给了他很多安
慰。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露
露 通讯员 林晓秋

2月13日，徐东方穿上
隔离装备后，让一名同事帮
忙拍了一张照片，“平时很少
拍照片，就当给近段时间的
忙碌留个纪念。”

陈寅诞和徐东方是夫
妻，分别是乐清市人民医院
感染科的医生和护士长，徐
寅诞坐守门诊，妻子徐东方守
护隔离病区。徐东方自从1月
22日进入隔离病区工作以来，
至今还没有休息过。今年已经

53岁的她，长时间穿戴隔离装备在
病房里工作，常感到胸闷、缺氧、
头晕，可她坐在办公室稍微喘口气
后，又忙活起科室里物资配备、病
人护理等工作。

自从抗疫以来，徐东方一直住
在医院的宿舍里，已经20多天没回
过家了，女儿每天都要打电话来关
心母亲的身体状况。陈寅诞性格比较
内敛，2003年“非典”期间，他坚守在
病房一线，如今妻子在一线，他嘴上
说着支持，但平时通话中交流病区的
情况时，偶尔几句“要注意安全”的关
心话语，显露出了他的挂念和担忧。

为了让家人安心，徐东方很少

提及工作中的风险。初期，收治患
者中有年龄较小的孩子，在对孩子
进行采血、输液扎针等操作时，由
于面罩上雾气太多，影响视线，两
双手套太厚影响操作，为了能精准
一次成功，让孩子少受苦，她只好
暂时摘掉面罩（戴着护目镜）、脱去
其中一副手套来操作。

现在，护士团队中特意调配了
儿科护士，她们也找到了在防护面
罩上涂抹洗手液来防止起雾、在长
期受口罩压迫的鼻梁处贴透明护贴
等方法来保护自己。看着治愈出院
的患者越来越多，徐东方相信，与
家人团聚的日子不远了。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遥

“妈妈现在还不回来，是不是
把我忘记了?”2月12日晚，还在单
位上班的胡娃娃突然接到了女儿的
电话，听到女儿小声嘟囔的声音，
她内心十分愧疚。

胡娃娃和丈夫杨汉勇都是乐清
市公安局的一线民警，分别在特巡
警大队和刑事科学技术大队工
作。由于疫情影响，胡娃娃将6岁
的女儿送到娘家，大年二十九就
和丈夫双双在岗。尽管局里有暖
警政策，允许双警家庭的一方可

以休假，但看着其他同事全都奔赴一
线，胡娃娃自然也不能落下，主动申
请坚守岗位。

相比之下，杨汉勇的工作更为
危险。杨汉勇是法医，目前支援虹
桥派出所，负责在留观点执勤，最
忙时一天要执勤24小时，基本没有
时间回家。仔细算来，这对夫妻已
经有十多天没能见面，视频聊天也
少之又少。

虽然胡娃娃可以抽空回趟家，
可对于女儿“何时回家”的回答，
她老是食言。每当深夜回到家时，
女儿往往早已睡去，胡娃娃的心中

满是愧疚。
前不久，胡娃娃回家拿换洗的

衣服，正巧看到丈夫拖着行李箱出
门。“不用过来了，我拿点换洗衣
服，马上就走。”丈夫隔着大老远冲
她喊。看着胡娃娃眼中有不舍，他
又喊道：“咱们各自安好吧！”这种

“直男”式的表达，胡娃娃听了十分
甜蜜。

“各自安好”，也许是这特殊
时期最美的情话了。“作为人民警
察，必须为大家的安好背水一战，
守好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胡娃
娃说。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海虹

在此次抗击疫情的忙碌身影中，有一对夫妻，
一天的睡眠时间连5个小时都不到，这对夫妻档就
是乐清市聚疏园生鲜配送中心的老板陈斌和妻子赵
章英。自疫情发生后，为保障辖区居民的菜篮子，
他们从正月初二就开始忙活了，公司里只有6名员
工，订单量又大，所以夫妻俩都上一线配送，每天
凌晨2时起床出去采购，7时许回来开始分拣各类
菜品，然后开始一天忙碌的配送工作，一直到23
时许才收工。

“半个多月了，我们家也不敢回，一直住在公
司里，孩子一面也没见到。”赵章英告诉记者，父
母年纪大了，所以他们在开工前，就将女儿和儿子
分别交给姑姑和舅妈照看，正月初二那天，他们回
家简单收拾了点换洗的衣服，就在公司里“安营扎
寨”了。每天挤在1米多宽的小床上，累得一躺下
就能睡着，三四个小时后，闹钟一响，立即起床开
始新一天的忙碌。

别看陈斌他们的公司是生鲜配送中心，蔬菜、
猪肉、海鲜等啥都有，但公司里没有厨房，加上这
半个月来，每天订单刷爆，他们的配送任务很重，
每天只能吃点方便面、面包充饥，有时忙起来甚至
连饭都忘了吃。

“3个小时，600个订单,你可以想象，我们有
多忙碌。但这点苦，对我们夫妻来说还是能承受
的，毕竟现在还处在创业阶段，眼下又是特殊时
期，必须要做好配送服务。”陈斌说，公司成立近
两年，这是第一次面临大挑战，尤其是没有通行证
的那段时间，夫妻俩很发愁，一边是源源不断的订
单，一边是各村管控升级，菜送不到居民家，客户
着急，他们也着急，尤其是运货车进不了公司所在
的村里，只能在村口分拣商品，几天又恰逢下雨，
那心情真是糟糕透了。幸亏几天后，有关部门给他
们发放了通行证，才解决了送货难的问题。

“老公很辛苦，这阵子每天车上一两吨的货，
常常都是他一人卸货，看着让人心疼。”赵章英哽咽
道，这也让她感受到了亲情的可贵，夫妻俩同舟共
济，共克难关，也是一种美好。现在跟孩子们视频聊
天，4岁的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们说再见，就想多看看
他们。他们都盼着疫情早日过去，国泰民安！

■叶泱程

“辛苦了！大家快来领饭吧。”2月13日中
午，南门社区妇联副主席陈其燕张罗前来领盒
饭的抗“疫”人。“谢谢！你们也辛苦了！”一
声声道谢，一句句辛苦了，让陈其燕和其他
人员心里暖暖的。

陈其燕说，南门社区在年前就开始每天
为志愿者提供免费的饭菜，四菜一汤是标

配。她是在正月初二来社区食堂帮忙一起洗菜、
做饭的。“去年年底，我都在卡口帮忙。后来看到
社区食堂人手不够，我也就加入了这支队伍。”陈
其燕介绍，社区食堂每天都供应中、晚两餐。人多
的时候，一顿便要100来份，最少也有70余份。

“我和施乐蕊、卢双等后厨人员要配合得很默契，
才能保证志愿者们都能吃上美味而热乎的饭菜。”

“哎呀，没菜了啊，这可怎么办呢？”在西霞
桥卡点执勤的黄建林来到社区食堂顿时傻眼了。

“今天你来得太晚了呀，我们给你煮个面吧。”陈其
燕说完便转身与搭档们开始为他“开小灶”。陈其
燕说，经常有些抗“疫”人过了饭点才来，自己都
会给他们做些炒饭、面条之类的。

“有时我所在的卡点也要值班，我就会让我老
公代我在卡点站岗。”陈其燕笑着说。她的丈夫周
士杰也是抗“疫”大军中的一员，他在西霞桥卡点
执勤，负责量体温、登记等工作。“在检查过程
中，大家都很配合。就是有些老人不理解我们，时
常跟我们‘抬杠’，我们耐心地跟他们讲解，他们
也能很快接受。”周士杰说。

提起自家的两个孩子时，陈其燕和周士杰相视
一笑。大女儿已经25岁了，小的刚上高一，全凭

“大带小”，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我们俩就是
想为大家做点事。”陈其燕说。

执子之手 并肩战“疫”
配送蔬菜 共渡难关

卡点后厨 互相配合

编者按：在并肩作战的战“疫”一线人员中，有不少是夫妻，他们中有医护人员、民警、护工、社区干部、配送员等，他们执手
“逆行”，用行动诠释着特殊时期的爱情和亲情，感受人间爱的力量。

“注意安全”最深关心

患儿笑容 慰藉思念

“各自安好”最美情话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遥 通讯
员 林晓秋

朋友圈里流传着一张照片，因
长时间穿隔离服、戴防护口罩，一
名医生的脸上留下深深的压痕，可
他嘴角却露出一丝微笑，让人看得
十分心疼。这名医生就是乐清市人
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陈翔
翔。

在这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
中，陈翔翔和妻子李丁丁可谓是站
在最前线。陈翔翔是最早一批进入
隔离病房为确诊患者提供治疗的医
生。当时说第一批患者已经到达隔
离病区，陈翔翔和其他两名同事立
即报了名。

在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后，他

与另两名医生在各自防护服的背后
写上名字和“加油”两字，相互鼓
劲进入“战场”，与疫情搏斗。

消息传到妻子李丁丁那边时，
作为心内科护士的她心情十分复
杂。“当时只知道这个病毒传染力十
分强，而翔翔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很害怕他倒下。”李丁丁说，但她还
是支持丈夫的行为，默默嘱咐丈夫
要多加小心。

第三天，李丁丁也报名进入隔
离病区工作。这时轮到陈翔翔担心
妻子。“我亲自帮助丁丁穿防护服，
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担心有职业暴
露的隐患。”陈翔翔说，简直比自己
进入隔离病区还要慎重。

这对小夫妻将一周岁大的孩子
留给了父母，自己则住在定点宾馆

里，再也没有回过家。在隔离病区工
作，这对夫妻看似相隔不远，却怎么
也见不了面。“不是地点上错过，就是
时间上错过。”李丁丁说。下班后，他
们在碰面时，没时间彼此问候，而是
抓紧时间沟通工作上遇到的难题，相
互分享经验。“经验分享，成为我们之
间的情话。”陈翔翔说。

不过，隔离病区的工作氛围越来
越好。“一开始患者情绪很是烦躁，让
医生们很紧张，但随着一个个患者病
情好转，患者们也逐渐信任我们，情
绪上也平稳很多。”陈翔翔和李丁丁
说，能够一一送别治愈的患者，这对
医生来说是内心最大的满足。

这对夫妻表示，能够在同一片
战场共同奋战，是抗“疫”线上最
浪漫的事了。

并肩作战 分享经验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露露

2月13日16时多，乐清市中医院护
工张香凤完成工作后，从隔离病房里出
来，第一时间跑到厕所解决了内急，之

后又端着水杯咕咚咕咚喝下一大杯
水，这才坐下来喘口气。主管张
敏看到她嘴唇因上火干燥开裂
了，瞬间眼眶红了。

张香凤今年61岁，白石街
道人，是一名老党员，她和丈夫
钱国池同为琛江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的员工，两人一起在市
中医院做保洁员。“中医院设置

隔离病区后，需要有护工对病区进
行日常护理。”张敏说，原本安排好的

员工因恐惧，临阵退缩了。当时张香凤已
经下班回家，知道情况后，连夜赶到医院，
主动请缨进入隔离病房工作。“我是党员，
我先上”。从1月25日起，张香凤经过医
护人员的简单培训后，便上岗了，至今没
有换过岗。

张香凤说，防护服紧缺，能省则
省，能一个人做完的就不要再让其他同
事进来了。每天吃完早饭后，她便不敢
再喝一口水，10时准时进入隔离病房，
配比消毒水喷洒整个病区，消毒病床、
柜子、卫生间，清理所有垃圾，为转院
和出院病人更换床品……每出院和转院
一个病人，一张病床的消杀工作就需要
近一个小时，护士们提醒她防护服穿着的
时间为4小时，而她总是仔细妥帖地完成

每一项程序才从病房出来，往往超出了
一两个小时。“阿姨让我特别感动，防护
装备穿着笨拙又憋闷，走路就感到缺
氧，但她一直在体力劳动，面罩上充满
了蒸气，有时看不清路，她全凭着对病
区的熟悉摸索着干，任劳任怨。”病房里
一名医生说。

钱国池知道妻子辛苦，更理解医护
人员的不易，疫情开始以来，他一直担
任着送标本的任务，护送病人检查，给
医护人员送饭，只要哪里需要帮忙，他
就立刻上前。午休时，钱国池本可以回
去休息一下，但他从来不离开医院，就
坐在凳子上休息，手机随时开着。“休息
时间，万一突然有活，医护人员找不到
人多着急。”钱国池说。

病房清洁 全力保障

陈斌在卸货。

周士杰在卡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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