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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盒“救命药”的爱心接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一）
我的名字叫硝西泮片，我的属性
是一种药品，是专门治疗癫痫病的，而
且是罕见癫痫综合症的必备药品，一
旦减量服用或者停药，死亡率很高，所
以患者常常叫我
“救命药”
。
我和我的小伙伴
“出生”
后，
就被送
到了武汉市药品仓库。一般情况下，
我
们在仓库里呆不了几天就会和患者见
面，但是，这一次，我们在仓库等待了 1
个多月，
也没有人来将我们提走。
一天，听药品搬运工们闲聊时说
起，外面新冠肺炎肆虐，湖北省的所有
城市都实行了封城，机动车被限行，人
们居住的小区被封闭管理。这一消息
让我们难过又担心，难过的是疫情之
下有许多人饱受病毒折磨，担心的是
癫痫患者可能因为缺药有生命之忧。
就在我焦急等待整宿整宿失眠的
时候，3 月 2 日早上 8 点不到，仓库大门
开了，跑进来一个风尘仆仆的人，我还
没看清他的样子，
他抓上我就跑。
“拿到了，快开车！”我被这个人带
上了一辆白色轿车。在车里，
我一直被
他拽在手中，
终于看清了他挂在胸前工
作证上的名字——范天娇。一路上，
我
从他和司机急促而又短暂地对话中知
道了，
我要去咸宁，
我要去救人。
（二）
我叫范天娇，是九州通医药集团
咸宁分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咸宁封城

已经持续 42 天了。很多慢性病患者都
出现了断药、用药困难问题。
叮铃铃，叮铃铃……
“你好，我是
咸宁医保局的上官征，我们这里一个
11 岁的孩子患有癫痫症，急着用药，药
品名叫硝西泮片，请求你们帮忙协调，
用最快速度送达咸宁，十万火急……”
3 月 1 日晚上，
我接到了一通求援电话。
情况危急，不容耽搁。接到电话
后，我立即联系公司总部，确认仓库里
是否有药品存货。仓库同事告诉我，
硝西泮片需求量很小，只有罕见癫痫
病才会用到此药，而且全国只有不到
1000 人患此病。
针对这一情况，
公司立即决定
“急事
特办”
，
为孩子的救命药特开绿色通道，
在全省仓库查询药品库存。孝感没有、
鄂州没有、十堰没有、仙桃没有、宜昌没
有……凌晨 2 点，在省公司的一个小型
仓库里查到了硝西泮片的少量库存。
为了让急等着药的孩子早一点吃
上药，我和同事来不及睡觉，获得通行
权限后立即出发，
前往武汉仓库。
咸宁距离武汉仓库约 111 公里，沿
途共有 20 多道疫情检测卡口，每道卡
口登记、拍照、测量体温。经过 2 个半
小时的行程，终于拿到了硝西泮片。
（三）
我叫上官征，是咸宁市医保局承
担医院药械招采的工作人员。
2 月 25 日晚，我们接到咸宁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紧急通知，组
建疫情期间市外特殊患者购药保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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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市防指领导将畅通市外购药渠道
的重任交给了我们，要求我们公示手
机号码，
群众直接找人。
这段时间，我的手机就像那煮沸
的水壶，每天都会接到上百个市外求
药电话。我们聚集所有资源，畅通购
药渠道；遇到问题迅速反馈，从急从快
解决。
3 月 1 日下午，一条
“小孩癫痫病面
临断药风险，急需硝西泮片，全省只有
武汉儿童医院有这种药，请救命！急
急急！”的微信弹到我眼前，我立刻回
复“别急，有我们”，并将这条信息转发
到市内所有医院、药企所在“患者信息
交流群”
。
询问一圈后得知，
只有九州通和武
汉儿童医院有合作，药不贵，18 元/瓶，
但生命无价，
我迅速请九州通支援。
“硝西泮片是二类精神药品，必须
通过医院。”市中心医院药师提醒我，
现在都在用氯硝西泮，硝西泮片没进
医院药品目录，
进不去。
每一位患者的健康都牵动着市防
指领导的心，得知我们有困难，立即协
调请医院全力协助，市附二医院加班
入库、录入，
特事特办抢时间。
3 月 3 日一早，收到市附二医院周
院长微信：
“ 硝西泮片已到，请速来！”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第九十七名病人，
完成。
（四）
我叫周芬（化名），是土生土长的
咸安人。这两三天我的心情如过山车

般从揪心难过到放心高兴。
我儿子彤彤（化名）今年 11 岁，在
9 个 月 的 时 候 被 确 诊 为 Dravet 综 合
症，这是一种由于基因杂合突变引起
的癫痫，是罕见的也非常难病愈的癫
痫综合症，需要终身服药。
彤彤从 9 个月开始，一直服用硝西
泮片控制病情。这个药，咸宁市内无
货。先前，我每个月都要去武汉市儿
童医院购买一个月的用药。然而，谁
也没有想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武
汉封城了，咸宁随后也封城了。
眼看着彤彤的药瓶里只剩下 3 天
的药量，我心急如焚。我知道，一旦断
药，彤彤的癫痫就会发作，可怕的后果
让我不寒而栗。
我焦急地打电话四处询问朋友能
不能帮忙。这个特殊时期，咸安区各
小区都采取了封闭管理，交通不便，人
也出不去。我急得眼泪汪汪，却也没
有丝毫办法。
3 月 1 日下午，我在咸宁日报微信
公众号上看到了咸宁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发布的《关于疫情管控期
间保障咸宁城区居民用药需求的公
告》，得知了市外采购慢性病用药对接
人上官征的联系方式。
于是我马上与上官征联系，他听
完我的诉求后，立即帮我收集药品信
息，寻找药品采购渠道。他让我一定
好好照顾孩子，政府一定会让孩子吃
上救命药。
3 日早上，市医保局领导给我送来
了期盼已久的药。看着药，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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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管家+包保单位

“三无”
小区防疫让居民安心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苒宇、
通讯员何珊林报道：3 月 2 日下
午，
冷雨淅沥，
但咸安区温泉街道
办事处南昌路社区怡景小区的防
控服务点内仍一片忙碌，参与小
区防疫工作的下沉干部和志愿
者，
有的在做值守登记，
有的在帮
居民采购分送，有的在跟踪服务
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特殊群体。
“我们负责的这个小区是
‘三无’小区，居民情况复杂，人
员流动性大。下沉到这里之前，
我们担心疫情管控工作难以开
展。但来之后发现，小区早已组
织开展了防控
‘自卫’，真的要感
谢小区里的老党员啊！”包保单
位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人
感慨小区防疫初期工作的到位。
吴高进是一名退休老党员，
也是小区临时党支部书记。疫
情发生后，他就主动牵头组织了
小区内的几名退休干部和青年
人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迅速
把住小区的出入口，对进出人员
和车辆进行劝阻，
并建立了业主
交流微信群，凭着多年在小区里
树立的威望，多数居民还是愿意
主动配合。
吴高进说：
“ 包保单位来了

之后，给居民们吃了‘定心丸’，
小区的防疫力量充沛了，
疫情宣
传铺开了，还带来了各种防护用
品和物资保障，
坚定了我们战胜
疫情的信心。
”
自1 月 29 日，
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下沉南昌路社区四网格
以来，单位 22 名党员干部全力
以赴投入怡景小区和水厂还建
小区两个
“三无”
小区防疫一线。
该中心信息技术部部长王
水平，年前刚做过心脏病手术，
尚在恢复期，他说“疫情形势如
此严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
量，同事们都冲锋在前，我也不
能退缩。”
目 前 ，两 个 小 区 共 74 户、
279 个居民身体状况无异常，生
活秩序井然。社区和包保单位
先后配送防护用品近 1000 个、
消毒液 120 公斤、免费物资 5 批
次，还组织志愿者和招募巡逻队
帮助居民采购生活物资，
送医买
药，并进行治安维护。
“现在有这么多人为我们守
大门，给我们贴心服务，心里踏
实多了，
我们这里的疫情防控做
得一点不比有物业管理的小区
差。”住户徐朝东连声称赞。

抗击疫情红黑榜
王雪静、徐武敏两名白衣战士

荣获全国防疫先进个人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
刘金艳报道：3 月 5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表
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决定，咸宁市中心医院副
主任护师王雪静和通山县人民
医院副主任医师徐武敏上榜。
疫情来袭，王雪静把确保每
一位患者、每一位医务人员不发
生新冠肺炎院内感染作为自己
的工作目标。她用娴熟的专业
知识有条不紊指导各项流程制
度的制定，现场查看环境布局的
设置，规范进行医务人员培训，
深入一线科室手把手指导医务
人员规范穿脱防护用品并督导
各项消毒隔离措施落实，
院内感
染防控工作有序在进行。
在防护物资不足的情况下，
为确保高风险区域的医护人员
能得到有效防护，
她承受着其他
科室部分医务人员不理解的压
力，严格按照防护指南规定了各

爱满香城
疫情发生以来，香城泉都爱心涌
动，全市各界爱心人士纷纷加入志愿
者的行列，同心协力共抗疫情。
3 月 5 日，学雷锋纪念日，南鄂大
地再掀热潮，咸宁义工协会、咸宁阳
光助困协会等组织志愿者，走进小
区，走上街头，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图①，志愿者配合市民政局在温
泉城区马柏大道蓝域中央小区对 14
栋居民楼和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杀。
图②：志愿者正在给云南援咸医
疗队员理发。自 2 月 24 日以来，义剪
已让千余人受益。
图③：志愿者在协助交警查看过
往车辆人员信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夏正锋 通讯员 张勇军 余乐 摄

①

党员志愿者敖亚红

强忍丧母之痛守
“疫”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②

③

8 年前妻子捐献遗体

8 年后丈夫如约追随

我市首例夫妻遗体捐献者完成心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生 前 ，相 濡 以 沫 ；身 后 ，让 爱 发
光。3 月 5 日，学雷锋纪念日，市供电
公司丰源高科公司 80 岁退休职工陈
家森因病去世，遵其生前追随故去老
伴施锦美捐献遗体的意愿，亦将遗体
无偿捐献给湖北科技学院，用于医学
研究。
据介绍，陈家森、施锦美夫妇是
我市首例夫妻遗体捐献者。
当天，记者来到市中心医院，见
到了陈家森老人的主治医生石志
华。据他介绍，陈家森患有多种基础
性疾病。2 月 20 日，陈家森到市中心
医院内分泌科住院，3 月 4 日，因左足
第四趾发炎严重，转到手足外科，准
备调养 2 天进行左足第四趾截趾手
术。
哪知道，5 日凌晨 3 点半，陈家森

区域防护用品的规范使用。无
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王雪静就在
市中心医院和各县市区医院中
连轴转。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通山
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徐武
敏首当其冲，毫不退缩。1 月 24
日，县医院收治了一名连日发
热病人，但是不能确定病因，经
过 CT 检测后，徐武敏凭着多年
呼吸科工作敏感，
认为该病例与
武汉新冠肺炎有极高的相似，随
后，通过与武汉协和医院进行会
商后，
徐武敏确定该病人就是新
冠肺炎确诊病人。
发现了县里首例病例后，
徐
武敏没有退缩，
关键时刻勇挑重
担，担当县里新冠肺炎救治专家
组组长，
火速带领团队对病毒开
展对症医疗。
1 月 24 日至今，作为县医
院新冠肺炎救治带头人的徐武
敏，一直没有休息过，带领科室
医护人员日夜坚守，开展集中筛
查、研判、诊断，
连续奋战至今。

老人身体突然出现不适，6 点半，突发
心肌梗死，经半个小时抢救无效，于 7
点去世。
老 人 的 儿 子 陈 声 凯 介 绍 ，父 亲
和母亲生前有一个共同的温暖愿
望 ——
“捐献自己身上有用的遗体器
官组织，为社会做出自己有价值、有
意义的贡献。
”
不过，直到母亲施锦美去世时，
陈声凯和哥哥才知道，父母早就瞒着
他们，到咸宁红十字会签订了遗体捐
献协议。
“那时我们特别不理解，但是我
爸爸一直给我们哥俩做思想工作。”
陈声凯说，父亲是恩施人，母亲是江
苏人，曾远赴新疆支援建设，1975 年
回咸当幼师。
其实，在施锦美患糖尿病后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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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念

治过程中，夫妻俩人就一直在思考要
为社会做点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慢
慢形成了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的共
同想法。于是，二人主动找到咸宁红
十字会，成为我市第一批签订遗体捐
献志愿者。
2012 年 11 月 ，施 锦 美 71 岁 那
年，她抵抗不了病痛的折磨，撒手人
寰，家属遵其遗愿将遗体捐献给湖北
科技学院。
陈声凯告诉记者，感怀于父母的
善举和市红十字会的人文关怀，他们
一家人也渐渐转变观念，认同父母的
决定。
“我也决定追随父母的脚步，等
把我父亲的身后事处理好，我就去市
红十字会，签订捐献遗体协议。”陈声
凯说。

心怀慈悲，两位老人完成了人生
的最后一次善举。
不久，
陈家森的名字会被刻在帅印
山红十字会广场的纪念墙上，
与爱人施
锦美
“重逢”
，
夫妻二人将永不分离。
记者从咸宁红十字会了解到，施
锦美女士是我市红十字会直接接受
遗体捐献的第 1 例遗体捐献者，陈家
森老先生是市红十字会直接接受遗
体捐献的第 6 例遗体捐献者。截至目
前，咸宁市红十字会现场志愿登记人
体器官（遗体）捐献的有 100 人，6 人
完成遗体捐献，
32 人完成器官捐献。
湖北科技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遗体捐献对医学生的学习成长至关
重要，
“ 大体老师”
（医学界对遗体捐
赠者的尊称）高尚的人道奉献精神，
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扬。

王莉敏

母亲去世，她强忍悲痛，丧
事从简，
并主动报名加入党员志
愿者服务队，坚守在防控疫情一
线。她是敖亚红，
市城管执法委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办主
任。
3 月 1 日，记者见到她时，她
正一手强撑着腰，
在给机关退休党
员打电话，
动员党员们自愿捐款：
“在国家危难之时，
我们作为党员，
可以尽点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一个多月来，
她奔忙在单位的
包保网格值守点和办公室之间，
全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腰椎病
又复发了。
1 月 29 日，正月初五，敖亚
红母亲不幸离世。按照风俗民
情，老人去世后，亲人要前往祭
奠、灵前守孝，同时举办仪式。
但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出现疫情
传播风险，她与家人商量后，决
定简单安排了丧事。

通讯员

陈晓燕

赵丽红

1 月 31 日，敖亚红得知单
位要组建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
队，虽心情悲痛，但她仍果断报
名。
“ 疫情形势严峻，你不扛枪、
我不扛枪，谁来保卫祖国？谁来
守护我们的家园？”就这样，
敖亚
红成为市城管执法委第一批 22
名志愿者中的一员。
在咸安西大街社区包保网
格值守点和三元社区值守点，初
期物资缺乏。敖亚红一方面积
极向上级和单位领导报告，
一方
面自己想办法解决。随后，
她将
测温枪、口罩、方便面、雨衣、帐
篷等相继送到值守点上，
保障了
执勤人员的基本物资。
敖亚红只有一年多就要退
休了，但她尽心尽责，坚持在值
守点执勤。不间断地值守已让
她疲惫不堪，但当看到社区志愿
者紧张忙碌地分发物资，
她又迅
速投入其中。

关于
“119”
报警服务台受理
涉疫报警求助的公告
疫情就是命令。为积极响应党中央疫情防控号召，充分发
挥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优势，全面投身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在疫情防控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全面受理社会
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涉及人员转送、物资转运、洗消杀毒、排水
排涝、紧急送水、高空救助等各项求助，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英勇奋斗。
报警服务台电话：
119
咸宁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0 年 2 月 29 日

天气预报：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6～8 日受高空波动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有降水发生。3 月 6 日：
多云转小雨，偏东风 1～2 级，8～13℃；
3 月 7 日：
多云有阵雨，偏东风 1～2 级，8～17℃;3 月 8 日：
中雨，偏东风 2～3 级，10～18℃。今天相对湿度：
6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