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火神山医院袁58 岁的黄文杰是
年龄最大的野老兵冶遥 抗疫归来袁野老兵冶
被无数次问及院

野您早已功成名就袁为何还要去火
神山钥 冶

野抗击新冠与抗击非典有什么不
同钥 冶噎噎

当一个个野问号冶被拉直袁野老兵冶那
些不平凡的故事也一一呈现遥

白衣执甲
2019 年国庆袁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盛典的野众志成城冶花车上袁黄
文杰是唯一一名抗击非典的英模代表遥

故事要从 17 年前说起要要要
2003 年初袁 时任原广州军区总医

院呼吸内科主任的黄文杰袁成功治愈并
报告了全国第一例非典患者遥

那时袁担任广东省非典型肺炎专家
指导小组副组长的他袁先后为广东地区
上千名医护人员进行野火线冶培训袁参与
救治非典患者 300 余人袁 治愈率超过
90%遥

同年 3 月 21 日袁 黄文杰作为我国
临床专家的唯一代表袁在北京向世界卫
生组织专家汇报我国防治非典的临床
诊治情况袁受到高度评价遥

是年袁黄文杰荣立一等功遥
野事了拂衣去袁深藏身与名遥 冶17 年

后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遥得知医院要抽组
力量支援湖北抗疫袁 现任南部战区总医
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的黄文杰第一时间
请战院野我有抗击非典的经历袁更有 35 年
诊治肺部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经验遥 冶

2 月 2 日 5 时袁黄文杰再度临危受
命袁率领医疗队逆行出征遥

临登机前袁医院院长周学君拉着他
的手说院野你一定要把他们平安地带回
来啊遥 冶黄文杰坚定地点了点头遥

白衣执甲袁铁血丹心遥

再战火神山
2020 年 2 月 8 日袁火神山医院感染五科一病区

正式接收第一批 45 名危重患者遥
从迎来第一例患者起袁 担任一病区主任的黄文

杰在寒风中连续站立 8 个小时袁 守在病区入口接收
患者遥

之后袁他又连夜将 45 名患者的病历和影像资料
逐一梳理遥 野当时心里就有数了遥 冶看完片子袁压在黄
文杰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遥

黄文杰认为袁 在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出现之
前袁医生的首要职责就是对症处理袁让患者通过自身
免疫力来战胜病毒遥

65 岁的重症患者黄女士自己曾做过肾移植手
术袁长期服用激素类抗排斥药物遥主治医生考虑激素
会降低患者免疫力袁停用了她的相关药物遥停药后黄
女士突然发热袁她担心自己闯不过这一关遥

黄文杰查房后判断袁 患者发热是停用抗排斥药
后免疫力的重建反应袁短期内可使用激素袁待病情稳
定后再逐步恢复抗排斥药治疗遥 他连夜为患者调整
治疗方案后袁患者病情逐步好转遥

3 月 5 日袁黄文杰火线荣立二等功遥

野为天地立心袁为生民立命冶
一次治疗中袁 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突然一阵猛烈

咳嗽袁黄文杰赶紧抽出一张纸巾递过去遥看到患者担
忧的表情袁他淡淡一笑院野放心吧袁我就是冲着病毒来
的浴 冶

野他可自信了袁觉得病毒都绕着他走的遥 冶提起黄
文杰袁一病区副主任徐虹的言语里满是敬佩遥

艺高才能胆大遥在黄文杰办公室的案头袁有一摞
贴满各种最新病例要点和诊断标准的剪贴本遥 这一
习惯袁黄文杰已坚持 23 年遥

数十年的潜心钻研和临床实践袁 使得众多疑难
病患者转危为安要要要

一名患者反复发烧袁辗转求医未能找出病因袁黄
文杰通过对比化验单将患者确诊为淋巴瘤遥 一个孩
子游泳后呼吸困难袁四处求医无果袁黄文杰通过几个
小时的耐心问诊袁从
孩子游泳时呛水的细
节找到答案遥

野我的座右铭是
耶为天地立心袁 为生
民立命爷遥冶黄文杰说遥

黄明

故事

07姻2020 年 10 月 13日 星期二 姻责编院刘俊良 校对院朱 燕 乡村WEEKLY 新风荫周 刊

野咚咚锵尧咚咚锵尧咚锵咚锵咚
咚锵噎噎冶夜幕降临袁随着音乐响
起袁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
县土门子村的演出准时开场遥背景
墙上一条醒目的横幅告诉人们今
天的主题是野扫黑除恶反邪教冶遥

每天都有演出袁 每场演出都
有主题袁 这在土门子村并不是新
鲜事遥 土门子村人多地少袁是劳务
输出大村遥 野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
外打工袁老人和妇女看家守地袁过
去村民闲暇时不是搓麻将就是靠
墙根闲聊袁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遥 冶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张晓光
说遥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张晓光发现
本村的艺术能人翟云家里每晚总
是很热闹袁屋内吹拉弹唱尧载歌载
舞遥于是袁张晓光就找到翟云的野艺

术团冶袁 请他们每天到新建的村文
化广场教村民扭秧歌尧唱戏遥

从此袁每晚天一擦黑袁翟云和
几位老团员就急匆匆赶到村文化
广场袁调音响尧排队形尧教唱腔遥

从没上过舞台的 64 岁村民韩
铁林成了拉场戏主力演员遥 野刚开
始不敢张嘴袁怕大家笑话我袁说你
一个抡锄头尧 拿锅铲的人还当演
员遥 冶韩铁林说袁自己不服气袁认谱
子尧练嗓子尧走步子袁在翟云的帮助
下袁现在能唱上几十出戏遥

如今袁参与自娱活动的村民也
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现在的百
余人袁 演出形式也拓展到广场舞尧
三句半尧歌伴舞尧小品等多种形式袁
场地也从最初的一个分为村东和
村西两个遥

这场野扫黑除恶反邪教冶主题

演出有 11 个节目袁 由于形式接地
气袁好看好听好懂袁现场村民掌声
不断尧喝彩不断遥 野遵法尧守法尧学
法尧用法冶的理念袁就这样细雨微风
般深入村民心中遥

野基层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袁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滋润袁美丽乡
村建设需要激活乡村文化遥 冶县委
常委尧宣传部长范朝辉说袁土门子
是青龙县大力推进文化扶贫的一
个缩影袁目前全县实现了 396 个行
政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遥

刘桃熊

银近日袁 广州市南沙区举办
野拒绝滥食野味 坚持光盘行动
共建文明餐桌冶文明风尚月启动
仪式袁 呼吁市民从自身做起袁从
家庭做起袁坚持光盘行动袁制止
餐饮浪费袁崇尚勤俭节约遥 图为
启动仪式上的舞蹈表演遥 黎晓摄

湖南衡阳院
志愿者开展万人净滩公益活动

10 月 9 日上午袁湖南省衡阳市网络志愿者协会尧衡阳市水上环卫
所尧衡阳市雁峰区春生志愿者协会约 50 名志愿者在湘江西岸采用水陆
并进方式袁联合开展野保护母亲河窑呵护一湖四水冶公益活动遥 陈云秋

山东东营院
举办“向国旗敬礼”主题教育活动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1 周年之际袁山东省东营市各中小学
校师生广泛开展野传承红色基因 十一向国旗敬礼冶系列教育活动袁深化
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冶主题实践教育袁引导未成年人牢记革命历史袁增
强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感遥 李营

河南南阳院
广泛开展“敬老月”活动

连日来袁河南南阳广泛组织各类形式的野敬老爱老冶活动袁通过开展
文艺展演尧走访慰问尧健康宣传等活动袁为老年人群体办实事尧做好事尧
献爱心袁传承中华民族孝老爱亲传统美德袁在全社会营造养老尧孝老尧敬
老的浓厚氛围袁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尧获得感与安全感遥 袁娜娜

乡村自娱活动搅热乡土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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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刘 茂 远 渊身份 证 院

362102194812185515冤 持 有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证遗失袁经营权证编
号 院360781204201190018J袁
特此声明遥

绎刘海林持有的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遗失袁注册
号院360781610019450袁特此
声明遥

绎朱小泉持有的残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078119850609101362袁 特
此声明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