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6日，8小时
抢救刘某后，走出病房的
韩小彤已经全身湿透。

“为了群众不出门，我就得多出门”
痛心！益阳赫山区天成垸村委委员姜志鹏防疫路上遇车祸至今昏迷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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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赫山区新闻
信息中心副主任肖萍在天
成垸村部想找几张姜志鹏
服务群众的照片，几名村干
部翻遍手机和办公电脑，没
找到一张。“他这个人呐，只
晓得埋头做事。” 叶伏生感
慨道。

然而， 姜志鹏无私奉
献、真情为民的身影，却深
深烙在人们的脑海里。

街道水管站干部、驻天
成垸村第一书记王政记得，
前不久有村民向村委反映
自来水管道有故障，一些农
户用水不畅。头天晚上打的
电话， 第二天下午就弄好
了。 既没申请维修基金，也
没组织施工队伍，怎么这么
快就弄好了？王政问负责对
接水电工作的姜志鹏。姜志
鹏像被发现了秘密似的，不
好意思地摸了摸头：“我接
手这项工作后，就加紧学了
些水电知识。这次是我买材
料自己修的———群众喝水
事大。”

村部办公场所附近的
居民都记得， 去年7月的一
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和
家人来这里寻找救命恩人，
大家这才知道，姜志鹏又默
默做了一件大好事。原来，老
人不久前在村部附近突发
急症，路过的姜志鹏抱起老
人就往卫生院奔。急诊室的
医生建议马上送市里的医
院,他又立马跑回家，开车将
老人送到益阳市第三人民
医院。那天，姜志鹏给老人挂
了号，陪在她身边,直至老人
苏醒，并联系上她的家人，才
悄悄离开。事后，医生告诉老
人，晚送半个小时，就救不回
来了。有人问姜志鹏，万一送
医路上老人出现意外，岂不
是给自己招来麻烦？姜志鹏
腼腆一笑：“救人要紧， 哪顾
得了那么多？”

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
的姜志鹏， 对家人多有歉
疚。这些天来一直守在医院
的妻子叶卫敏也说，他到村
委工作后， 经常人冇看见
人，钱冇看见钱，没少埋怨
他。“但慢慢地看到群众都
夸赞他、信赖他，我也觉得
脸上有光。”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 姜志鹏的岗位很普通、
做的事也很平凡，但他却用
坚守与真情，温暖着一方百
姓，烛照着共产党员一脉相
传的精神坐标。

“没想到我儿子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可
怜他昏迷19天了， 还没恢复意识。”2月29日，
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街道天成垸村的姜应林
和妻子曹彩兰，说起在防疫路上出车祸的儿子
姜志鹏，眼泪打湿了衣襟。

这些天来，益阳市委和赫山区委、区政府负
责人先后到医院看望慰问， 并叮嘱医院尽全力
救治。更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打来电话问情况、
送安慰，想为姜志鹏做点什么。也是从这些人口
中，这对老夫妻才知道，在村里担任村委委员、
报账员不到3年的儿子， 为大家
做了那么多事。 ■记者 邢玲

1月25日， 天成垸村
党总支书记叶伏生在村
干部微信群里发通知：
“今日起取消休假投入疫
情防控工作， 请大家报
名。” 姜志鹏秒回：“请先
安排我。”

自那天起，姜志鹏天
天在村部办公室、执勤卡
点、 分组片区整理资料、
执勤、巡逻，每天忙到深
夜才回家。母亲和妻子心
疼他，也担心他，都劝他
多打电话少出门， 但他
说：“为了群众不串门，我
就得多出门。”

2月10日18时56分，
天黑雨大风急，刚从防疫
一线回家的姜志鹏，记起
下午巡逻时群众随口说

的一句话：有家豆制品作
坊这个时候还偷偷组织
人生产。 他放心不下，站
在厨房扒了两口饭，又着
急出了门。2分钟后，一阵
刺耳的刹车声传来，母亲
曹彩兰连忙跑出来一看，
一辆越野车将姜志鹏撞
出10余米远……

消息传开，已顺利渡
过隔离期的武汉返乡人
员汤新华特地找到姜志
鹏家，宽慰曹彩兰：“你有
个好儿子。我们隔离的时
候， 他一天两趟往我家
跑，测体温、送资料，嘱咐
我们千万莫出门，还经常
带些小菜放在我家窗台
上。这样的好人，一定会
好起来的。”

“只要是村里的事，
他都用心去做，不管分内
分外。” 叶伏生谈到姜志
鹏，如是评价。

防疫期间，村妇女主
任吴秋香负责的一个村
民小组邻近姜志鹏负责
的片区。 为了照顾没有车
的吴秋香少跑腿， 姜志鹏
主动揽下了帮忙送调度
令、 倡议书、 工作牌等任
务。 一天傍晚， 寒风吹得
紧， 姜志鹏在那个村民小
组组长居住的小区门口等
他来取调度令。 旁边一位
热心人建议他托人转交。
姜志鹏摇摇头：“不亲手递
到他手里，我怕误事。”

姜志鹏所驻的疫情
防控点，每天有18人轮流
值守， 村部食堂没开火、
外面餐馆没开门，吃饭成

了大问题，大家基本靠方
便面充饥。 自己吃饭有家
人送的姜志鹏， 却找到叶
伏生：“村部食堂还是得开
门，没人做饭我来做，没人
送饭我来送。”于是，从1月
29日起， 姜志鹏又给自己
揽了个分外的活———给志
愿者、 村干部等近20人做
中饭。以前开过餐馆的他，
做的饭菜既干净又好吃，
吃到盒饭的第一天， 好几
个志愿者还以为是哪家餐
馆大厨做的呢。

分外的事， 姜志鹏平
时做得也不少。 去年5月，
村党总支委员叶佩芳因病
要休养一个月， 对着手头
一堆的危房改造、 精准扶
贫工作发了愁。这时，姜志
鹏走了进来：“你安心养
病，这些工作我帮你做。”

“为了群众不串门，我就得多出门”

“只要是村里的事，他都用心去做”

“他这个人呐
只晓得埋头做事”

奉献

“走钢丝”的战“疫”者：
3次将危重患者从鬼门关拉回

韩小彤是新冠肺炎省级驻娄底重症
病例救治医疗专家组成员、 省人民医院
急诊科主任兼呼吸治疗专科主任。

2月14日， 娄底市61岁的危重症患
者刘某病情告急，韩小彤带着科室5个人
组成ECMO（体外膜肺氧合） 治疗专家
组，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娄底。

此时的刘某已经在濒死的边缘。心

率在170-180， 血氧饱和度只有正常的
一半，呼吸机勉强支撑。“很危险！”韩小
彤立马指挥团队安装机器。

置管，上机，时间就是生命。有了“人
工肺” 的帮助， 刘某血氧饱和度慢慢恢
复，生命体征好转。

“再晚一个小时，患者肯定没得救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韩小彤心有余悸。

【危机】 患者濒临死亡，“人工肺”起死回生

对于一名危重症患者来说，“意外”
随时出现。

2月17日下午2点40分，刘某突然出
现了瞳孔散大等症状， 经过一天一夜的
救治，生命体征终于平稳下来。

韩小彤坦言，心情就像过山车，随着
刘某的病情变化而起伏。 但她必须凝神
聚力，因为一不留神，刘某就可能从“钢
丝”上掉下去，再也拉不上来。

在韩小彤抵达娄底之前， 湖南省卫
健委已经派驻省级专家组驻守娄底救
治。如今，一个名为“刘某救治组”的微信
群，已经有50多位医护人员加入。

2月24日下午，韩小彤指导娄底市中
心医院专家团队成功撤离ECMO。此刻，
身处生死边缘的刘某已经在省、 市专家
团队的不懈坚持下， 生命又得以延续
……

【惊险】 病人瞳孔散大，鬼门关前再被救生

“监护数据偏离正常指标，患者症状
出现不适……”2月26日， 娄底市中心医
院感染科负压病房又一次响起了“警
报”。

韩小彤带领专家组立即做好防护进
入负压病房，守着呼吸机一点一点调整参
数，一丝不苟地观察药物输入后的反应。

指标正常、警报解除，刘某从死亡线
上回来了……此时，时间已经过去8个小
时。负压病房中，没人吃饭，没人换班，这
是生死竞速， 医护人员把每一丝希望都

紧紧抓住。
患者每次从鬼门关被拉回来， 都是

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患者现在的情况
趋于稳定，我们每天上午会诊病情，下午
出治疗方案。”走出负压病房，韩小彤全
身湿透，脸上被防护口罩、护目镜等憋得
通红，还留下了深深的褶痕。“尽管很累，
却很值得。”她笑着告诉记者，目前刘某
病情还处于危重症，但趋于稳定，医护人
员正在全力救治， 希望能让他早日撤离
ECMO,恢复健康。

【感叹】 不抛弃不放弃，“天使”上演“生死大营救”

“他的症状现在有好转，我们每天都研究病情，希望尽量早点治好，让
他撤离ECMO（体外膜肺氧合）。”3月3日，因摔伤躺在娄底市中心医院病
床上的韩小彤，仔细查看患者刘某的资料，研究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2月14日，韩小彤带着科室5个人组成ECMO（体外膜肺氧合）治疗专
家组， 驻守娄底救治刘某这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危重病例的抢救就
像走钢丝，每一步都要走稳。”3月3日，她向记者讲述这例患
者的“生死营救”经历。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董昉 黄小红

▲韩小彤和医护人
员在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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