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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 月 23日（星期四）：西安
停摆的第一天。

当天，学校依照上级要求展开新一轮
全员核酸检测，停课一天。疫情来势汹
汹，为了完成全员核酸的任务，学校一周
内已停课三次，每次停课都需要另找时
间补课。我所代的课程是由 8个行政班组
成的四个大班，每个班都要找到学习班长
的联系方式再协调两个行政班的时间，同
时要在学习通完成建课并叮嘱学生扫码
入课（或从教务系统下载班级名单再改成
模板导入）。经过多方联系和多次协调，
与学生们商定将晚上的时间也利用起来
补课。

这一天，我是在排队核酸和准备上课
中度过的。

2021年 12 月 24日（星期五）：小区
封管的第一天。

早起准备给学生补课的我，看到已经
出门上班的家人又返回家中，小区被封管

了！但具体情况不详，我第一时间刷新了
自己的一码通，还好是绿色！又查看前一
天的核酸结果，是阴性！确定自己的状况
正常后，我快速调整心态投入线上教学。

晚上，结束了六节线上课的我，顿感
疲惫。依旧没有等来确切的消息，我怀着
忐忑的心情沉沉睡去。

2021年 12月 25日（星期六）：城市
与入冬的初雪。

一大早，看到窗外飘落的雪花，感叹
银装素裹美丽的同时我又不免生出一丝
忧愁。寒冷的天气带给各区仍然坚持工作
的社区人员更加艰难的工作环境。

当天也是全国研究生考试的日子，无
数学子一年的努力只为这一天。打开朋友
圈看到老师们冒着初雪、踏着星辰为保障
监考而工作，“点对点”接送司机、“一对
一”跨市送考，无不是令人感动鼻酸泪目
的场景，一股股暖流冲击着我，同事们、老
师们、学生们组成“共产党员先锋队”“志

愿者服务队”只为这场承载众多考生前途
命运的考试能顺利进行。我在心中默默祈
祷这座城市的考试一切顺利！

因为小区被封管，新一轮的核酸检测
需按照单元分批进行。在近 23点时，我与
家人终于等来了物业人员敲响家门。我们
迅速裹好大衣、戴好口罩、拿着手机出门，
从出门到回家大约 10分钟，在检测点几
乎没有停留，顺利完成了核酸检测。住户
们迎着小雪行色匆匆，整个小区在夜色茫
茫中井然有序。

2021年 12 月 26日（星期日）：拐点
还没有到来……

居家以来的这些日子，每天睁眼的第
一件事是测体温、打卡，第二件事是刷新
一码通和核酸检测结果，第三件事是查新
增人数和疫情停留标。新闻报道西安市新
增 155例患者，大部分病例是通过重点人
员排查和核酸检测发现的，新增的数字不
但告诉我们疫情的严重性，也体现了全市

“防”与“控”的成果。不断上升的数字说明
大规模、多次的核酸检测的有效性，也意
味着拐点还没有到来，我们还需耐心等
待、配合所有防疫工作。

研究生考试结束不久之后，传来了所
有高校学生立即制动和全市开展全面消
杀的消息。看到消息我很担心学生们会恐
慌，立刻调整明天上课的内容，除了正常
的教学任务，也要注意安抚学生的情绪。
疫情来袭，令每个人都措手不及，但坚韧
的我们顽强奋战，抗击疫情！白衣天使们
挺身而出，普通人也坚守着工作岗位，我
不懂医不会医，但知秩序懂配合，认认真
真上好每节课，真心对待学生，或许也是
为抗疫做出微小的贡献。

这是继两年前爆发的新冠疫情后，西
安遭遇最严峻的疫情形势，有太多瞬间值
得记录。一篇小小的记录，只为留下共同
的记忆。冬天到了，春天不会远了！

疫情期间我的经历小记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罗玉洁

核酸检测有序排队是抗疫
减少非必要外出也是抗疫

改掉随地吐痰的习惯是抗疫
养成戴口罩的习惯也是抗疫

早睡早起按时网课多读书是抗疫
合理安排健身运动娱乐也是抗疫

在家全身心投入陪伴家人是抗疫
线上踏踏实实完成工作也是抗疫

变着花样制造温馨居家氛围是抗疫
挺身而出奔赴一线做服务也是抗疫

当然

即使基础物资缺乏也能感受生活的美好是抗疫
就算一日一餐依然能体味生命的幸福也是抗疫

毕竟

苦中作乐是能力，能自得其乐才是水平
保持平和是基础，能淡然处之才是格局
坚持居家是要求，能居家提升自我才是大成长
同心抗疫是目标，能不畏艰险更向前才是我们

请耐心
请努力
请等待

疫情结束
春暖花开
去吹风
去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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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霾终已怯，春风拂舞蜒。红梅绽放迎春早，
心花露放颜。

师生共抗疫，瘟神远逃离。含光未央添秀色，
又见绿柳新。

2022 年 1 月 4 日的天空灰蒙蒙
一片，早晨九点，我带着医院 11 名核
酸采样队员，来到红旗社区分配的浐
河附近五个小区去采集核酸。这是多
日来我志愿为一线采样员们当服务员
做后勤保障工作的普通一天，也是与
我与素未谋面的朋友在抗疫战场上偶
遇，让我感动的一天。

一个陌生而熟悉的电话
浐河小区只设置了一个核酸采样

台，只能由一个采样员独立承担这个
核酸采样点的工作，面对这种情况，我
院康复科护士长邓文娟再次挺身而
出，承担起这项任务。将她送到地点
后，水岸东方一期小区的采样组组长，
我院口腔科雷飞医生打电话告知他所
在的小队都是男采样员，现场准备的
手套都小了，需要 8号的手套，请求协
调。我立即联系忙到不分昼夜的核酸
采样队总协调林源主任。挂了电话后不
到半分钟，“区卫健局何老师”这个我不
知哪年存入通讯录，电话和微信互通多
次但还未曾见过面的朋友打电话进来
了，“请问是哪个点？需要几号的？需要
多少双……”就是这么干脆利索，而我

对她的认识这还只是个开始。
一辆来回穿梭的战疫单车
在水岸东方一期大门口的瑟瑟冷

风中，电话中那个熟悉的声音出现了，
“请问谁是西医二附院核酸采样队负
责人路小军?”寻声望去，一个四十多
岁，简单的低束马尾，穿着过膝的被消
毒液亦或是汗渍浸染的羽绒服的大姐
出现在采样队的物资处。我们隔着口
罩和距离热切地进行交流，交流中得
知是她为我们火速协调解决了物资，
更开心的是得知了她是我们西医 94
年毕业的……

察看了一期核酸采样的情况后，
她要了几个黄色医废袋，一个人去医
废暂存区整理打包，于是我也过去同
她一起将所有的医废打包消毒。期间，
何老师接听了响了好几次的电话。协
调好水岸东方一期的采样工作后，她
又马不停蹄地去二期、三期，隔着小区
大门的栅栏，我看到了何老师骑着单
车消失在了不知是雾还是霾之中……
下午，何老师再次来到一期，询问我们
采样点是否还需要物资，现场查看采
样人员核酸采集情况、物资剩余情况、

医废暂存管理和处理情况后，再次骑
着那辆单车前往其他采样点去了。
一个难忘而朴实、勤劳的身影
到晚上快七点，我负责的采样点采

样已超过 5000人，七个采样台仅剩下
爱笑的魏英医师和来院不久的一名优
秀男护士陈亮两人的采样台还在做着
最后的攻坚收尾工作。这时，何老师又
来了，二话不说开始帮我们整理剩余的
物资，拿着扫把和簸箕去清理各采样台
的医废垃圾，我跟过去将采样台子上的
黄色医废袋拆下来打结堆放到医废点，
和她一起拿着喷壶去消毒……此时，她
的电话又响了，接完电话后马上又要去
别的小区。夜已黑，寒风凛冽……

令我感动的不止是在战场的第一
次相见，也有她是从我们西医走出来
的，有着我们西医人的勤劳朴实，还有
那辆穿梭的单车，更是多日来带队在
外核酸采样，亲眼目睹了身边我们西
医二附院所有采样员们那默默无闻、
踏踏实实的作风……

此刻，西安的抗疫战场上，有多少
个这样熟悉而又陌生，陌生而又熟悉
的身影，义无反顾、默默冲锋在一线，
他们不畏疫情、不惧严寒、不辞辛苦。
在这场正在博弈的战“疫”中，何老师
是此次奋战在各个战场上我们西医的
校友之一，望着她远去的骑行背影，看
着“大白”们还在节能灯下认真、忘我
的工作，我也不由得加快了处置医废
垃圾的速度……

一 场 特 别 的 奔 赴
———抗疫战场上陌生而熟悉的相见

第二附属医院 路小军

12月 21日中午，在结束早上的
核酸采样工作后，拿出手机看到我已
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通知，疲
惫的身体瞬间充满了活力，我终于成
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
时就在心里默念，我一定要不断进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履行党员的职
责与义务，在组织需要时挺身而出，做
一名合格的党员。这不仅是对我业务
能力的考核，也是对我政治素养的考
验，我会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扬
西安医学院附属宝鸡医院医护人员勇
于担当、奋勇拼搏的精神，回报组织对
我的关怀与信任。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 12月 22
日下午，刚交完班脱下防护服，就接到
社区工作人员说需要抽调两名医护去
隔离楼层上门采集核酸，我和搭档徐
丽平在收到任务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没
有一句怨言，穿好防护服相互检查了好
几遍便匆匆赶到隔离区。刚到楼下，映
入眼帘的就是醒目的警戒线以及管控人
员，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理难免会
怕，我们相互鼓励、相互监督，谁都没有
后退一步，尽快的熟悉了楼层结构。为了
避免交叉感染，我们没有乘坐电梯，顺
着楼层自下而上开始采样工作。由于
我带了眼镜，又在室内工作，厚厚的一

层雾气弥漫在眼镜上，眼前是白茫茫一
片，屏住呼吸等雾气散去才开始下一步
的操作，就这样，我们一起爬满了 33
层。当时已经是晚上 8点左右了，我们
按楼层顺序整理好已采样本，完成消毒
脱下防护服后，才算顺利完成了任务。

清冷的西安街头在疫情的笼罩下
显得格外安静，因为寒气，面屏早就被
我们呼出的雾气遮挡，里面布满水珠
几乎看不清人。每采一次样本都要用
消毒液对手进行消毒，即便戴着手套，
我们都能感觉到双手被冻的刺痛，等
脱掉手套后，手被冻得又红又肿，而这
就是来西安十几天的日常，即使困难
重重但团队每个人都毫无怨言，高质
量的完成着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因
为我们的背后是小区居民的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疫情不散，我们不撤！西
安加油，小伏加油！！！

“疫”不容辞 战“疫”有我
附属宝鸡医院 伏波兴

mailto:xbbjb@xiyi.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