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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援武汉，
画画为危重症老人加油打气

镇海 90 后女护士被称
“灵魂画手”
手绘公交勇士抗疫人物图鉴

脱下战袍回家
他们最想做的是……
这是一组手绘的温馨家庭漫画，
有人系着围裙为家人下厨，
有的合家
吃团圆饭，有的陪着儿子下棋、有的
帮爱妻捶背……
他们是战“疫”一线的公交勇士，
连续 31 天与来自重点地区的旅客打
交道。离家一个多月，3 月 1 日，他们
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这一刻，
他们
最想做什么？
蒋琼晶 绘

他们一个月不能回家

贺梅洁与患者合影。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
视纪录频道推出了融媒体系列短
视频《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第
二十一集《有画想要对你“说”
》，
片中的主人公是武汉天佑医院重
症四组成员，其中包括镇海区龙
赛医疗集团龙赛院区 ICU 护士
贺梅洁。工作至今，他们不仅专
业能力出众，还创新开发出了防
止交叉感染的有效措施：非语言
交流手册。90 后姑娘贺梅洁更
是团队中的
“灵魂画手”
。
“祝爷爷早日康复，带您去吃
宁波海鲜，
去看宁波港！”
日前，贺梅洁画了一幅与患
者合影的画，并写下了这句话。
说到这幅画作，贺梅洁说，病人是
位年事已高的老爷爷，一度经历
过最艰难的时刻。
“当时还以为他
挺不过来了，后来经过我们的治
疗护理，慢慢地恢复了，现在转
到了普通病房。”临别之际，贺梅
洁将两人同框的画作送给了老
爷爷。
“ 老爷爷是个‘吃货’，非常
喜欢吃砂糖橘，他说自己知道宁
波港、宁波海鲜……所以，我就
写下了这些话给他加油打气。”
贺梅洁说。

1 月 28 日，贺梅洁告别家人
与同事，作为宁波市第三批驰援
武汉的医疗队伍中的一员，来到
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有机会为社
会发光发热，
我很荣幸。
”
大年初一，贺梅洁向医院护
士长申请前往武汉参与医疗援
助，成为镇海龙赛医院第一个自
愿报名的医护人员。
“ 我在医院
ICU 工作了 3 年，护理过许多呼
吸系统疾病患者，比较有经验。”
电话那头，贺梅洁坦言，
自己的请
愿并非一时冲动。
抵达武汉后，贺梅洁被分在
武汉天佑医院重症四组。特殊
时期，医护人员穿戴严密与患者
交 流 不 便 ，通 过 非 语 言 交 流 手
册，不仅避免了患者和护理人员
的直接接触，还降低了方言带来
的沟通成本。贺梅洁有一定的
美 术 功 底 ，结 合 之 前 的 工 作 经
验，她趁着休息时间画了系列简
笔画。
由 于 患 者 需求 的增加 和变
化，画册需要不定期地进行内容
补充。画册的实际应用，有效减
少了病人的说话次数，缓解了病
人缺氧胸闷的症状。采用画册这
样的非语言交流手册，还能减少
患者住院期间的焦虑，只有耐心
了解病人的情况，才能更好地做
好护理工作。
她在日记里写道：
病毒可怕但
是希望还在，
这座城市的街道虽冷
清，
但万家灯火依然照亮每个人的
心，
让我们并不孤单！我也坚信：
阴霾散尽，山河无恙，春暖花开。
怪兽打跑，
我们可以摘掉口罩，
和
心爱的人一起漫步在喧闹的大街
上……

贺梅洁画了一幅与患者合影的画。通讯员供图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李心韵 孙妃

这些手绘的作者是北仑公交
从事后勤工作的蒋琼晶，
画中的人
物原型是她的同事，
是这段时间一
直在战
“疫”
的公交勇士。
1 月 31 日，北仑公交组建了
一支应急转运队，
长期驻守在铁路
宁波站，
负责转运火车站和机场等
来自重点地区的旅客至北仑各街
道。这些人收拾行李，匆匆离家。
当时很多人宅在家里不敢出门，他
们却义无反顾逆行而上。
最多的时候，
这支应急转运队
有 23 名成员。平日里工作，需要

与来自重点地区的旅客直接接触，
为保障安全，
驻守人员被统一安排
住在宾馆，
与外界隔离，
不能回家。
工作时，他们穿上防护服，戴
上护目镜，24 小时日夜出勤，转运
一趟来回最多要 3 个小时。黑夜
里，
他们踽踽独行的那一身蓝衣格
外醒目，
被人戏称为
“外星人”
。尽
管工作条件艰苦，接送任务繁重，
但他们无畏艰险，冲锋在一线，是
一群让人敬佩的“硬汉”。自 1 月
31 日以来，他们共出车 94 趟，运
送 123 人。

回家了，最想做什么？
随着疫情平稳，9 名勇士撤回
来了。经隔离观察和健康检测后，
3 月 1 日，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与亲
人团聚了。
回家以后，最想做什么？那
天，
蒋琼晶无意间和他们聊起这个
话题，
没想到她被那些朴实的回答
打动了。胡师傅说：
“ 我就想去菜
场买几个菜，
烧几个菜好好补偿娘
俩。本来我是家里的主厨，我不
在，
这一个月苦了她们了。
”
虞师傅最想和家人吃一顿简
简单单的团圆饭。
“ 回家要好好拥
抱下亲人，每天为我提心吊胆的。
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当下的幸福，一

家人平平安安就是福。
”
队伍里，
年龄最大的徐师傅今
年 54 岁，已经当外公了。任务面
前，他义无反顾冲在前头。最近，
他妻子的颈椎老毛病又犯了，
吃不
好睡不好，
“ 回去我要帮老婆好好
按摩按摩，这次轮到我当服务员
了。
”
李师傅回家，最想做的事，是
兑现和儿子的约定。
“ 回去陪儿子
下几局象棋，
过年时候就答应了。
”
脱下战袍，
回归儿女情长和油
盐酱醋的日常，他们的言语中，尽
显硬汉柔情。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赵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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