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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抗疫护士的“心愿便利贴”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许莉珺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
……”刚刚过去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你是否听着这首《心愿便利贴》，许下了美丽的心愿呢？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上，奋战在一线的女医护们也许下了自己的心愿——有人想看明星，
有人想陪家人，有人想鼓励孩子，也有人想“脱单”——穿上防护服，她们是救死扶伤的天使；穿
上日常装，她们是有着朴实心愿的可爱姑娘。

资讯 >>

紧急寻人！张家界
13岁姐妹失踪三天
两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
席记者 谭里和 ）3月11日上

午，数名热心网友给今日女

报谭里和工作室发来信息：

张家界市永定区温塘镇罗塔

坪乡槟榔坪村六字坎组一对

13 岁姐妹离家三天两夜未

归，村民、警察以及村民数

十人寻找未果。

3月11日中午，今日女

报谭里和工作室记者联系到

了其中一名走失孩子的父亲

郑启芳。郑启芳说，走失的

两个孩子分别是他和弟弟

家的，是堂姐妹，都是 13 岁，

才上初一。

“我们找遍了附近乡镇，

至今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

索。”电话里，郑启芳显得

非常焦虑。

郑启芳的妻子麻琴艳告

诉记者，她和丈夫一直在

长沙红星水果市场做生意，

女儿郑嘉欣和小她半岁的

堂妹郑伊玲跟着爷爷奶奶

在老家生活。

“我跟我老公 2 月下旬

就来长沙做生意了。”麻琴

艳说，两个孩子平时很乖

巧听话。因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学校没有开学，郑

启芳就跟弟弟商量，把两个

孩子接到长沙来。

3 月 9 日上 午 8 时 许，

麻琴艳乘坐表弟的车回家

接 孩子。“下午 3 点左右，

我们刚到张家界市区，我表

妹就打来电话，说孩子们早

上七八点钟出去玩后一直没

有回来。”

麻琴艳事后了解，两姐

妹吃完奶奶做的早餐一起

出去玩的，没有任何异常。

“现在疫情还很严重，

孩子毕竟还小，非常担心！”

为了找孩子，麻琴艳夫妻已

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如

果有收留了两姐妹的好心

人，希望能尽快和我们联系，

我们一定会好好感谢！”

（郑启芳电话：15111290162）

3月8日晚上，阿根廷国

家足球队官方微博给一名长

沙护士的回复火了。

原来，当天下午 4 时许，

微博网友“萨村小推”转发

了长沙一名护士的“三八”

国际妇女节愿望——她想让

梅西送儿子一件球衣，激励

小家伙努力练习，成为国家

青训队队员。

这名护士是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吴宇。吴宇的大儿子

卢澍今年 8 岁，4 岁就与足

球为伴，在学校足球队有着

“卢球王”的称号，也是阿

根廷和梅西的铁杆球迷。吴

宇和丈夫都鼓励儿子全力以

赴做好每一件事，踢足球就

是其中之一。

很快，阿根廷国家足球

队官方微博关注和转发了吴

宇许愿的视频，并写道：“护

士妈妈您好，我们是阿根廷

足协中国办公室，听到您的

愿望，我们给你送上一件阿

根廷国家队的 10 号梅西球

衣，希望您的儿子穿上偶像

战袍之后，未来人生更加勇

敢！拥有美好前程！我们的

工作人员会想办法跟您取得

联系！”

对此，网友纷纷评论“太

暖了”。

3月9日凌晨，走出病房

的吴宇收到了亲朋好友的信

息，她激动地表示：“一开

始只是想鼓励孩子，没想到

真的可以实现愿望！希望未

来有一天，卢澍可以身穿印

有自己名字的球衣，跟偶像

见面。”

截至 3 月11日，# 阿根

廷足协许诺赠送援鄂护士梅

西球衣 # 微博话题阅读量超

过 2280万。

“疫情结束后，想去看《快乐大本营》”

“疫情结束后，我们想去

看《快乐大本营》！”3月8日，

在疫情一线工作了44 天后，

新冠肺炎株洲渌口定点收治

医院的 15 名护士即将撤离。

一直在高压工作状态下的她

们有一个愿望，就是结伴去

长沙，现场观看《快乐大本

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

解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后，株洲市迅速部署，新建

的株洲渌口区人民医院因为

医疗设施、医疗环境、区域

位置都比较好，被确定为株

洲市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

医院。为保障该定点医院的

高效运行，株洲市从所辖的市

县区调了157名优秀医护人员

进驻该定点医院，另外组建了

由20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第二

梯队。

在该定点医院，有包括

省级、市级、救治专家组和

重症专家组等四级专家组，

针对重症患者集中救治，实

现分类集中治疗。

3月 8 日公布的疫情数

据显示，株洲市累计确诊新

冠肺炎病例 80 例，已经出

院 74 例，死亡 0 例，目前

仅有6 名患者仍在治疗。

“希望梅西送一件球衣给我的孩子”

不久前，武汉方舱医院里一

名叫田芳芳的护士因一个心愿

成了网络红人。

田芳芳是湖南中医药研究

院附属医院的一名护士。2 月

10日，作为第三批援助武汉国

家中医医疗队队员，她在出发

时就说：“没关系，我单身、我

先上。”

到达武汉市江夏区大花山

方舱医院进行支援，田芳芳每

天的工作十分忙碌。她除了负

责患者治疗外，还带领患者做

广播体操、唱歌，为的就是缓

解患者的焦虑情绪。田芳芳的

父亲也是一名医生，2003 年非

典时期曾奋斗在一线。

2月底，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以后，田芳芳在纸上写下“希

望疫情结束，国家给我分配一

个男朋友”的心愿。至于择偶

标准，田芳芳比较看重的是身

高：“因为我自己有 169cm，我

想找一个比我高一点的，还有

就是人品好、性格好。”

她的这个心愿把现场的同

事和患者逗得乐开了怀，也迅

速走红网络。在微博上就有不

少人在线排队：“我 180cm，来

应聘”“你保护别人，我保护你”

……大家闻讯而来，直呼“我可

以！”

而中国军视网微博也迅速

推出了“东风快递小哥” 和“武

警小哥哥”在线报名的视频，

爱笑型、小鲜肉……各种类型

的兵哥哥都有。

截至 3月11日，#火箭军回

应护士向国家要男朋友 # 微博

话题阅读量超过 5 亿。# 湖北

武警回应护士向国家要男朋友

# 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1.7亿。

再谈及此事，田芳芳有些

羞涩，但她也坚定地相信，之

后一定会有“美好生活”，“疫情

会结束的，男朋友也会有的”。

3月5日清晨，湖北省黄冈

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刚上

完夜班的护士欧琳伸了个懒腰，

活动活动有些酸痛的身体——

这时，病房里突然传来一阵声

响，她赶紧跑过去查看。

原来，21 床的杨阿姨正在

闹“起床气”。欧琳一边安抚杨

阿姨，一边端起放在床头的稀

饭，准备喂杨阿姨吃。杨阿姨

说：“小欧，我昨天都没看到你，

心里好不舒服，今天看到你来

了，我就好多了。我只要看到你，

我病都好了一半。”

欧琳听完就笑了，但又赶

紧给杨阿姨解释：“刚刚给您做

护理的是我的新搭档，她刚来

科室，对周边环境还不太熟悉，

但是她很棒的，你有什么需求，

或者想我们陪你一会儿，就跟

她说，别着急。”

杨阿姨与欧琳的父亲年龄

相仿。看到她的小脾气，欧琳

想到了独自在家的爸爸，“爸爸

特别担心我，我刚来那两天，

他也闹点小脾气，我慢慢地哄，

后来就好了。想起对爸爸的方

法有用，我也就用对待家人的

方式来对待患者”。

24 岁的欧琳是湘南学院附

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2 月

11日，作为湖南援助湖北（黄冈）

第三批医疗队郴州分队的队员

出征。2 月14日零点，在这个

连拥抱都变得奢侈的日子，欧

琳与男友有一个甜蜜约定：“等

我回去，我们就结婚吧。”

而现在，她又多了一个心

愿：“平时工作很忙，陪爸爸的

时间特别少，现在我最大的心

愿就是疫情过后可以多点时间

陪他，带着他去看看祖国的大

好河山。”

“多点时间，陪爸爸看大好河山”

“希望国家给我分配男朋友”

株洲抗疫护士跟你我一样有着朴素的心愿。

欧琳在湖北写下自己的心愿。
摄影 / 辜鹏博

扫一扫，为抗疫
护士心愿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