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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武漢一個月了，最近感覺一切都在慢慢
好轉。疫情相對控制住了，重症患者轉院的

增多了，沒有轉院的患者雖然還在隔離中，但也看到
了希望，連狀態都不一樣了。最近，武漢的天氣回
暖，晴朗舒適，真的是充滿希望。」在和香港文匯報
記者的電話連線中，王麗靜一掃前晚加班至凌晨四點
的疲憊，輕快的話語將好心情展露無遺。

抵漢之初 病患扎堆
王麗靜來自河南新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神經外科

重症監護室，是一位資深的專業護師。1月26日，她
作為河南省首批馳援武漢的醫護人員之一，乘坐高鐵
前往武漢。「抵漢已是晚上，走出站台，目力所見空
空蕩蕩，一個人都沒有，絲毫沒有新年的氣氛，甚至
感覺有點陰森。」憶及初到武漢之時，蕭索的景象令
她始料未及，而更加令她意想不到的是醫院裡人滿為
患、一床難求的場面。
當時的一篇新聞報道裡寫道：1月22日……整個武

漢的現狀是，初期被感染的病患潛伏期已過，新冠肺
炎大規模爆發，他們恐慌性湧入各個醫院，但武漢的
醫療資源已極度繃緊。
「上班第一天，就着手開闢重症隔離新病區，一個

病區差不多能住36位患者，一個晚上就住滿了。此
時，在門診還有很多患者在等候。」王麗靜介紹，第
四醫院西區負責接待的大部分是危重患者，他們對自
己的病情很了解，很多患者對病情的認知甚至超過初

到武漢的醫護人員，「有些患者當時是一家人在隔離
中，甚至還有一些患者的家人已經去世。所以他們很
沮喪，甚至絕望。」

多省馳援 疫情可控
各地醫護人員的馳援讓武漢的患者看到了希望，王

麗靜說：「看到我們，他們好像有了依靠，因為他們
清楚自己所患疾病的凶險卻無能為力，家人也不在身
邊，那種無助感特別讓人難過。」
作為危重病房的護士長，王麗靜見證了很多家人在

危難之時的生死相依。有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令她感
觸頗深。那是一位已經臥床不起的危重症患者，身體
情況很糟糕，家人都在隔離中，他獨自住在醫院，內
心的焦慮不言而喻。為此，他每天都要和隔離中的女
兒打電話，但是聽力不好，需要護士幫忙做傳話員。
「那天他簡單問了些情況就準備掛掉，可是又捨不得
掛掉。我問他，還有什麼話想對女兒說，老人說『謝
謝女兒』，電話那頭的女兒也回了一句『謝謝爸
爸』，」王麗靜說，那一瞬間自己不禁淚流滿面，
「家人之間的愛就體現在這裡，無聲，但你懂。」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老人現在情況很好，我們

很欣慰。」王麗靜說，近來重症患者轉為輕症患者的
病例增多，需要轉去方艙醫院或者其他地方，「特別
振奮人心，讓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談及此，她笑
了起來，說：「我們約好了，等到春暖花開的日子，
一起去呼吸新鮮空氣，一起去看看藍藍的天。」

2月13日晚，武漢東西湖方艙醫院
C廳突然一陣慌亂，「停電啦！」瞬
間，幾十道手機光束同時照向護士工
作區，一位患者說：「你們不允許帶
手機進方艙，我們給你們照亮！」這

時，廣播裡傳來一段安撫性的聲音：「大家稍微休
息一下好不好？我們會馬上恢復供電的，可能是功
率過大導致停電，大家不要着急。」與此同時，周
圍的患者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不着急，不會給你
們帶來麻煩的！」一位陳姓患者動情地說，感謝你
們這些醫生護士，這些天你們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危
來關心照顧我們，太辛苦了，願你們好人一生平
安。

事實上，武漢經此一「疫」，很多當地市民處在
驚恐、迷茫、痛苦之中，甚至還有一種歉疚之情。
他們認為，新冠肺炎從武漢開始，給中國乃至世界

出了個大難題。武漢當地志願者張正說，自己每天
都要在外面跑車，往返各個地點運輸物資、搬運貨
物，身上的衣服乾了濕、濕了又乾。作為志願者，
張正也會幫忙搬運新冠肺炎病逝者遺體，他說：
「每當這個時候內心就會充滿負罪感，極度壓抑，
特別揪心。」

「元宵節的中午，有熱乾麵供應，我用熱水沖泡
後，端給一位只能吃流質飲食的老人。從她的臉上
露出久違的笑意，那是我接管病區以來，第一次看
見她笑。」說起這次經歷，王麗靜的聲音有些哽
咽。有一次，老人動情地對王麗靜說，「你們和我
的孩子年齡相仿，面對疫情，你們放下家裡的一切
來救治我們，我應該堅定信心，好好配合治療。孩
子，我想抱抱你。」聽到這裡，王麗靜說，那一刻
她沒有猶豫，就真的抱住了老人。情之所至，防護
服、護目鏡後面的她，哭了。

「孩子，我想抱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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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晚，武漢市第四醫院古田院區
發生患者家屬毆打醫生事件引發熱議。
「這件事情就發生在我們樓上。來支援

武漢，我們是有心理準備的，預料有些病
人可能會情緒崩潰，攻擊醫護人員，可是
工作首日就聽說這類事件，心裡還是有些
擔憂的。」九三學社社員、河南大學第一
附屬醫院首批馳援武漢危重症患者救治醫
療隊醫師組組長楊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到武漢之後第一天上班，在看望病人
和治療時，為了保護自己，都是兩個人一
起去。

助病患克服心理障礙
作為武漢第四醫院新冠肺炎重症隔離區

組長，楊超負責的患者都是病情危重的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當時，很多患者心理方
面都有疑慮：比如對自己的病情感到焦慮
恐慌，對新冠肺炎病毒未知的恐懼。而他
要做的，除了正常的診療之外，還要對這
些病患進行心理護理，幫助他們克服心理
障礙。
「我們不是專業的心理醫師，但我們處

處給他以關愛，時時展示我們的信心。」
楊超說，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最大的心理障
礙包括：對病情不了解，對家人的思念以
及對前途的迷茫。不過，在醫護人員的幫
助下，患者逐漸擺脫了恐懼，建立了信
心。
中山大學支援武漢醫療隊隊長、中山大

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副院長許可慰亦表示，
目前病區多名重症患者經過積極、規範、
合理治療後恢復良好，很快就能有一批病
人集體出院，提振士氣，鼓舞人心。
據悉，許可慰帶領的團隊接管了武漢市

協和醫院病區，除了完整負責一個重症病
區的醫療和護理之外，還要負責另一個病
區的護理，此外，還要再派出幾名隊員支
持第三個病區。他在日記中寫到：「整個
病區都是重症、危重症，白天黑夜都在積
極搶救……不過，隊友們都是發自內心地
幫患者診治，非常給力，而大家也能從病
人的言語中，感受到他們對我們醫護人員
的信任與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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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至今，內地已有三萬餘名醫護人員逆行馳援。他們救死扶傷，見證生

死，書寫歷史，堅守「疾厄來求救……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的醫德，堅定

「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的仁心，將「大慈惻隱之心，普救含靈之苦」展

現得淋漓盡致。然而面對採訪，他們卻說：「我們只是做了該做的事，願患者早日

康復。」一如武漢第四醫院西院區危重病房護士長王麗靜的心願：期待春暖花開，

一起去看藍藍的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武漢連線報道

從書本、電影、甚至日常的在華生活中感知中國是一回事，對於很多留守在武漢

的外國人來說，過去一個月中國給他們的震撼則是另一回事。來華已經八年的剛果

（金）博士候選人帕特（Jack Pate） 說，「這些日子發生的事讓我重新認識中

國， 例如我明白捨己為人並不是成語，而是中國人自帶的基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武漢連線報道

從巴基斯坦到武漢的薩伯（Fazal Sa-
boor）是同濟醫科大學臨床醫學二年級
學生，他的兩個哥哥也在中國學成歸
國，各自在家鄉當了醫生，「一門三醫
師」的榮耀令他把中國視為自己的第二
故鄉。
薩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人們都說
患難見真情，「我在學校裡真正感受到
了愛和溫暖，老師和同學們對我們噓寒
問暖，就像真正親人。」
薩伯住在學校宿舍，一日三餐都是點
對點送到宿舍。他說最令他感動的是，
在中國面臨前所未有困難之時，老師們
還關心他們吃的飯菜風味是否合口。
「我們有一個微信聯絡群，老師說如果
不合口味可以提要求，但從來沒有人
提。」

哥哥學成歸國：相信中國醫療
薩伯說他從始至終都沒有感到慌張，

他說這要歸功於兩個哥哥和他自己對中
國的認識。早在疫情發生之初，他的哥
哥就給他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中國的醫
療和科研水平世界領先，完全不用恐
慌。作為醫學生的他也完全相信哥哥的
話，「我看到了中國人信念堅定地戰勝
病毒的樣子。」
作為中國全天候的夥伴，巴基斯坦政

府從全國各地的公立醫院徵集了30萬個
醫用口罩、800套防護服和6,800副手
套，並將這些援助物資運往中國。薩伯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就是患難見真
情，「在我們外國留學生最需要幫助的
時候，中國老師毫無保留地將愛心奉獻
給我們。中國兄弟姐妹有困難，我們也
一定義無反顧幫助他們。」

「2020年的開端，因為疫情變得
跟往年不太一樣，也更拉進了我們
彼此牽掛的心。我想對你們說：我
在這裡一切很好，請不必為我擔
心，」 新年裡天降大雪的第二天，

帕特寫了一封寄往非洲的家書。他寫道，「瑞雪兆
豐年，相信2020的中國，一定也是創造奇跡的一
年。」

剛果（金）經歷過不少疫情，帕特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說，他之前還在微信上羅列了不少建議，例
如非洲出現埃博拉病毒的時候，人多的地方比如廣
場和超市門口提供洗手服務等，「現在中國也這麼
做，令人安心不少。」

拍視頻宣傳 助切斷傳染源
一向堅強的帕特說，過去一個月來唯一一次流眼

淚是看到這樣新聞，「一名女醫生在武漢工作及生

活，她決定把出生幾個月的孩子送回老家。她說這
樣做是為了去救更多的孩子。」

帕特在信中寫道，「中國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
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太令人佩服。武漢封城之後，
各個醫療團隊都在想辦法切斷病毒傳播，」他還告
訴家裡人，「我用漢語、英語、法語和林格拉語拍
視頻並且轉發出去，讓更多人擁有自信，希望所有
人永不放棄，共同努力。」

帕特還不厭其煩地告訴其他生活在武漢的外國人
應該換位思考，「您要離開這麼強大的中國，萬一
您已經被感染，在您回國的路上，要被您感染的人
肯定會很多，您會傷害到自己的家人。」

帕特告訴家裡人中國人常說一句話「風雨同舟，
過命之交，」法語裡的「Nous vivons ensemble,
nous mourrons ensemble」（一起活着，一起死亡）
是同樣意思。他說，「我要和中國永遠在一起，因
為中國好了，世界才會更好。」

家書寄非洲：不必擔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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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在封城之初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曾
說，「疫情無國界，但中國能創造奇跡。」如

今他更加篤定，「就算病毒再強大，也強大不過這
個國家。」
這名華中師範大學的博士候選人坦言，以前他認

識的中國還局限在高樓林立的城市，四通八達的高
速鐵路，就算與人打交道，也止步於「這個人比較
有禮貌」、「那個人外向熱情」的層面。

醫護臨危逆行 武漢不孤單
但在過去這一個月，帕特有機會真正窺見中國人

的內心，「武漢情況危急但並不是孤島，我從新聞
上看到很多醫生和護士從全國各地趕來，還有許多
軍醫在連夜搶救病人」，研究語言專業的帕特感慨
道，「以前學習到的詞語例如捨己為人，只知道它
的含義也不會有太多聯想。但現在我是從中國人遇
到危難時的天然反應中明白，原來那是中國人生來
自帶的基因。」
帕特在自己的微信裡寫道，「中國軍人偉大，中
國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看到越來越多外省醫療
隊支援，他寫道，「如果我是一個醫學生，我也會
做一個逆行者。」
他說過去一個月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認知，比他在

中國呆的這幾年加在一起還多。「一個國家真正的
強大是精神力量的強大，這個月發生的事令我明白
中國人十分團結。」

留武漢不後悔 是正確決定
與能說漢語的帕特不同，住在金色港灣的三牛中

美中學教師約翰（John Hernandez）坦言，武漢封
城之初他一度有些慌亂。原因其實也很簡單，他獨
居，更重要的是「整棟大樓就我一個外國人」。
約翰的老家是多明尼加（內地稱多米尼加），在
地圖上與武漢隔着一個太平洋。「我的家人距離我
萬里之遙，最開始他們十分緊張，因為我平時很少
做飯，家裡什麼儲備都沒有。」
約翰懸着的心很快就放下來了，用他的話說就像

天使突然降臨人間，「會說英語的義工找上門來，
給我提供了生活必需品。」 他感動地說，「平日
裡我不認識任何一個鄰居，但是現在有人主動上門
來找到我，這讓我明白什麼叫守望相助，雪中送
炭。」
本來就不太喜歡熱鬧的約翰說他最近窩在家裡

看《未來簡史》，也時常和家人打視頻電話。他
現在一點都不擔心，因為親眼見證中國強大的社
會動員能力，「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們國家，後
果可要比現在嚴重得多。我可以和你打賭，全世
界沒有任何國家像中國這樣能做到果斷封城，切
斷傳染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問帕特和約翰，「你們後悔留在

武漢嗎？」他們幾乎給出同樣的答案，「我們相信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留在武漢是最正確的決定。」

法國駐漢總領事：武漢，我在你身邊

2月3日晚，法國駐武漢總領事貴永華（Olivier
Guyonvarch）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寫下一句話，
「我是武漢人，武漢我在你身邊。」儘管許多法
國僑民撤離，但還有很多像他一樣的法國人選擇
留下，他們說在這個艱難的時刻要留在這座城市
與它共渡難關。

貴永華介紹說，法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目前仍然
開放，館內的兩國員工都自願留守崗位。 他表
示，自己對武漢懷有深厚的感情，因為這座城市
是他人生中的重要一環。
其實早在1998年法國駐武漢總領事館開館時，

貴永華就曾在這裡工作三年，那也是他成為職業
外交官後外派的第一站。2017年9月，貴永華出
任法國第六任駐漢總領事，他在首次露面的公開
場合吟誦了一首李白的詩， 「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
際流。」 對武漢的熱愛可見一斑。
貴永華說，法國政府向中國援助了兩批醫療防

護器材，這些物資都被送往武漢大學中南醫院。
他希望法國援助的物資可以幫助奮戰在一線的醫

務人員和患者。
和貴永華一樣留守武漢的法國人還有武漢協和醫

院國際門診部醫生菲利普．克萊因，他如此解釋
為什麼自己選擇留下，「我在武漢比在法國更
有用，留在這裡是我能繼續支持中國的最好方
式。」
菲利普所在的國際門診部在封城之後關

閉，但他每天都會為有需要的外籍人士上
門看診。親眼見到武漢日夜對抗疫情，他
說自己認為武漢市民一直在積極地應對
疫情，盡最大努力去保障日常生活，這
樣的努力非常鼓舞人心。「越是艱難，
越要控制住情緒，盡快找到方法來解除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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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小視頻火爆網絡。視頻中，伴隨着輕
快的海南儋州調聲《囑姑九點半》，戴着口罩的
新冠肺炎確診輕症患者跟着醫護人員一起載歌載
舞。這是發生在武漢江漢方艙醫院裡的一幕。
李喆是其中跳舞的醫護人員之一，她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方艙醫院最初使用時條件相對
簡陋，導致部分患者情緒低落。有些患者最
初都是不配合，甚至抗拒醫護人員的診
療，「不過現在好了，每天跳舞是他們最
大的樂趣，還能積極配合治療。」

心理疏導助康復
作為海南省婦女兒童醫學中心護理專業

醫療隊領隊，李喆帶領團隊於2月5日入

駐江漢方艙醫院開始工作，「6名護士負責12個病
房的307張床，工作量很大。」而除了日常護理外，
對於方艙醫院裡的患者更多的是進行心理疏導。她
在工作中發現，武漢方艙醫院內收治的都是確診輕
症患者，床位較為密集，空間小，幾乎沒有娛樂，
「病人長期躺在病床上，會有焦慮情緒，不利於身
體康復。」並且因為方艙醫院從啟用到入住只有短
短一天時間，條件相對簡陋，醫護和服務設施上難
免會跟不上。
為此，醫護人員想辦法買來音響，帶領患者們跳

舞。對於來自海南的護士們來說，民間音樂儋州調聲
自然是首選，節奏明快，旋律優美，感情熱烈，可歌
可舞，方艙醫院的患者們受氣氛感染一發而不可收。
現在，每天晚飯後的「尬舞」是一天中最重要的項

目，有民族舞蹈，還有太極拳、八段錦等健身功法。

互諒互助克難關
李喆說，醫護人員和患者互相理解、互相幫助，

共渡難關，「他們會以自己的方式照顧我們，幫我
們做力所能及的事，給我們留水果、幫忙發放餐
飯、錄入數據，還會給我們寫感謝信。」香港文匯
報記者看到，一封感謝信裡這樣寫道：待到櫻花爛
漫時，邀請你們攜手攀登黃鶴樓，暢遊長江，漫步
江灘，遊東湖，品武漢美食。白衣天使，你們給予
我們生命的延續，江城人民永遠感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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艙院起歌舞 醫患渡難關

■■ 法國駐武漢總領事貴法國駐武漢總領事貴
永華主動留下永華主動留下，，願意與武願意與武
漢共渡難關漢共渡難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20192019年年77月薩伯月薩伯（（右右））參加二哥的畢參加二哥的畢
業典禮業典禮，，還在學習中的薩伯借了一套學還在學習中的薩伯借了一套學
士畢業服士畢業服，，憧憬畢業憧憬畢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薩伯一日薩伯一日
三餐都是點對三餐都是點對
點送到宿舍點送到宿舍。。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不能出門的日子不能出門的日子，，帕特在租帕特在租
住的公寓中看書住的公寓中看書。。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約翰和遠在多明尼加的家人約翰和遠在多明尼加的家人
視頻通話視頻通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疫情期間，約翰在家看的
書。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王麗靜在重症隔離病房為新冠肺王麗靜在重症隔離病房為新冠肺
炎患者加油打氣炎患者加油打氣。。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武漢第四醫院西院區重症區護士長王麗
靜。 受訪者供圖

■■王麗靜在重症病區護理患者。受訪者供圖

■■ 李喆李喆（（前排左二前排左二））同江同江
漢方艙醫院的隔離患者相處漢方艙醫院的隔離患者相處
得十分融洽得十分融洽。。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楊超積極幫助重症患者楊超積極幫助重症患者
擺脫心理恐懼擺脫心理恐懼，，樹立戰勝病樹立戰勝病
魔的信心魔的信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