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的耐心细致，让外籍人员也点“赞”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医者，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 当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时， 他们更是义无反顾地成为

“最美逆行者”。 在员村街山顶社区天

一庄小区，也住着这样一位“白衣战

士”， 他就是暨南大学华侨医院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汪志刚。 当抗击疫

情的号角吹起， 他没有丝毫犹豫，于

除夕夜奔赴武汉驰援，在那里奋战了

57 天，只为守护生命。

放弃阖家团圆

争分夺秒救治病人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

来。“1 月 24 日中午，我们接到医院通

知，号召大家支援湖北抗击疫情。 ”汪

志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那天正是大

年三十，原本阖家团圆的日子，汪志

刚却没有丝毫犹豫， 马上报了名，成

为广东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的一员。

汪志刚家有两个孩子，最小的不

到三岁，但他依然选择了“逆行”。 他

说：“危难面前，总要有人去的，报名

时已经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

据了解，早在 2003 年，汪志刚就曾参

与过抗击“非典”的战役，而这一次他

又冲在了前面。 到达武汉后，经过短

暂的休整和培训，汪志刚和广东医疗

队的队员们迅速接管了武汉市汉口

医院呼吸六病区，该院是当地最早的

三家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

之一。

汪志刚告诉记者，“接管后发现，

这里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得严重，病

区 80 多个床位都住满了，有一半以上

是重症病人。 ”加上初期医院防护物

资紧张和设施环境条件有限，他和队

员们面临着诸多困难。 情况紧急，他

们只能同时间赛跑，分秒必争地救治

病患。 随着入院患者不断增加，医护

人员的工作压力倍增。 然而面对鲜活

的生命戛然而止，汪志刚不忍心就此

放弃。 一位 70 多岁的患者心跳骤停

后， 他还坚持对她进行了最后的抢

救，尽管没有挽回，但他说：“出于对生

命的尊重，我已做了最大的努力。 ”

奋战 57天平安归来

他用医者仁心践行誓言

在武汉奋战期间，汪志刚也经历

了一次隔离，因为期间他出现了腹泻

和发热的症状， 医疗队出于安全考

虑，让其进行隔离休养。“大家都在干，

我不应该闲着， 后来 2 次核酸检测结

果皆为阴性， 我又申请回到了工作岗

位上。 ”汪志刚始终放心不下患者，他

希望去到病房更好地掌握他们的病

情，同时给他们加油打气，通过心理安

慰减少患者的恐惧。

整整 57 天的连续奋战，在汪志刚

和队员们的努力下， 不少患者转危为

安，最后康复出院，还有患者特地给汪

医生写了感谢信，感激他给了自己“第

二次生命”。随着武汉疫情形势的逐渐

好转，3 月 22 日， 汪志刚随医疗队平

安返回了广州。 经过 14 天的隔离，4

月 5 日， 汪志刚再次回到了原本的工

作岗位。为了欢迎英雄凯旋，员村山顶

社区党总支还举行了简短而温馨的欢

迎仪式。天一庄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

代表为他送上了鲜花和掌声， 不少居

民也自发加入到迎接的队伍中来。

在邻里的祝福声中， 汪志刚热泪

盈眶，激动地说：“感谢大家的支持，经

过两个月的奋战， 疫情得到了有效控

制。但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这次抗

疫离不开国家以及每个人的付出和努

力。”经历此战，汪志刚还火线入了党，

他的事迹也成为很多年轻医生学习的

榜样。 从医 23 年来，汪志刚救治了无

数个生命， 他还将继续用行动践行者

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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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志刚

，暨南大学华侨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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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志刚 （右 ）作为广东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之一，奔赴武汉一线参加抗疫。 受访者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

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员村街严防死守，截至目前

辖内未出现确诊病例。 5 月 2 日，随着最后

2 名居家隔离人员解除隔离，员村街辖内隔

离人员数已“清零”，对隔离人员服务工作

已告一段落。 在这过程中，不少社区工作人

员不遗余力地做好隔离人员服务工作，有

的甚至与隔离人员成为私交好友。 赵辉就

是其中一名社区工作者。

发挥专业优势 为外籍人员当翻译

赵辉是一名“80 后”，2013 年来到员村

街工作，2015 年来到山顶社区居委会，目前

负责综治维稳工作。 他大学本科是商务英

语专业，同时爱好日文，经常到国外旅游，

曾在酒店工作，因此外语口语娴熟。

“在社区工作以来，我从未想过自己可

以发挥专业优势。 ”赵辉坦言，他自从来到

社区居委会工作，就潜下心来服务群众，早

已放下专业学习。 4 月，疫情防控工作已进

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新阶段。 员村街

辖内有外籍人员 100 多人， 其中山顶社区

有 5 户 15 人，分别来自比利时、哥伦比亚、

德国、 印度……这些外籍返穗居民均需按

照要求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为了更好地为外籍隔离人员服务，员

村街除了外聘外籍志愿者外， 更需要擅长

外语的社区专职人员。 山顶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刘丽华表示，服务居家隔离

人员需要事无巨细，帮助他们解决购物、送

货、答疑等问题，需要一名既懂政策，又擅

长沟通的工作人员，“幸亏我们有赵辉。 ”

细心服务处事耐心 备受居民赞赏

3 月底，山顶社区辖内一小区有一户利

比亚籍人员 A 某一家五口从境外返穗。 其

一家人在机场做完核酸检测后被送到了酒

店进行健康观察。 A 某电话联系社区，表示

想要回家进行居家健康观察， 社区了解 A

某情况后认为其符合条件， 便同意了他的

要求。

某天下午接近下班时间，A 某突然来

电称 6 岁的儿子因为牙龈发炎肿痛而哭闹

不止，考虑到自己仍在居家隔离期中，无法

外出就医，因而向社区求助。 赵辉暂缓了回

家的脚步， 帮助联系社区卫生服务站派出

社区医生为其上门检查， 并送上止疼和消

炎药物。

4 月 5 日，A 某一家本已完成居家隔

离，但根据当时疫情防控部署，仍需继续进

行居家医学观察。 对此，A 某一开始并不理

解，认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被耽误了。 赵

辉一边用娴熟的英语安抚他们， 一边提出

陪伴 A 某到楼下超市购物， 令双方关系得

到缓和。“他不高兴，我们可以理解，其实我

们也挺不好意思的， 但是为了疫情防控工

作，必须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赵辉说，

通过微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关心、了解外

籍居民的需求，能避免很多矛盾发生。 当 A

某正式解除隔离时， 赵辉又与社区工作人

员提着牛奶、水果、糖果上门探望，并贴心

地为其小孩送上员村吉祥物“员员”，感谢

他们一家对防疫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对于

赵辉的贴心服务，A 某表示很感动。

对赵辉来说， 在疫情期间接待外籍人

员跟平时的工作一样，都需要细心、耐心。

目前，赵辉负责综治维稳工作，平时主要处

理居民投诉， 调和邻里矛盾。 2017 年 9 月

25 日，赵辉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入党后，他

表示将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成为

社区工作中的坚实力量，做人民群众的“贴

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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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街山顶社区居委会综治维稳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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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街山顶社区居委会综治维稳专干赵辉（左二）。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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