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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2020 年初的中国， 有留下有逝去， 有

茫然无助， 更有挺身而出。 在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无

数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冲在抗“疫” 最前

线。 他们面对重症患者的性命相托， 全情投

入、 全力以赴， 把生的希望带给患者。 他们

并不是孤立地存在， 每个人都有亲人、 都有

家， 他们是父母、 是妻子、 是丈夫、 是儿女

……他们都是普通大众的一员。 灾难面前更

显人性的光辉， 此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记

录。 本书遴选抗“疫” 一线医护人员生活随

记 196篇， 记录“白衣天使” 们一个个平静

却不平凡的瞬间， 捕捉战“疫” 最前线的细

微感动， 见证这段特殊的历程， 折射出危城

之下作为个体的坚韧与达观， 以及用生命书

写的温情与大义。

?内容简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作为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历史最悠久的第一套节目， 是中

国广播界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 唯一能覆

盖全国的广播节目， 中国国家电台最具权

威的新闻综合频率， 中国新闻广播第一品

牌。

?精彩节选】

我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的护士张静静。 今天是山东医疗队支援

武汉的第 3天。 女生的长发更容易出汗， 藏

匿病毒， 而且不方便穿防护服， 为了更好地

照料病人， 我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了寸头， 理

了个男孩发型。 在来武汉之前我已经做好了

剃成男孩头的准备。

和我一起剪发的， 还有我们山东医疗队

的十多名女战友。 现阶段在爱美的女孩子们

眼中， 尽快地遏制疫情， 比秀丽的长发更重

要。 做出这个决定我不后悔， 有全国人民的

支持， 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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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审判》 是研

究苏格拉底之死这一里程碑事

件的著名作品 。 西方文明史

上， 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

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审判像对

苏格拉底的审判一样给人带来

如此深刻的反思。 苏格拉底饮

鸩自尽， 杀身是否成仁？ 他是

为了什么而牺牲的？ 为了他的

学说， 还是信仰？ 古代雅典是

思想及言论自由空前发达的社

会， 为何会发生对苏格拉底的

审判?雅典怎么不忠实于自己的原则？ 作者以细致的分析和

独到的见地， 对上述问题逐一解答。

本书选择老百姓日常生活

中常见的案例， 通过深入的分

析， 总结出每个案例运用到的

相关法律法规。

此外， 本书详尽介绍了打

官司的基本常识、 常用术语一

般流程， 以专业的角度、 深入

浅出地， 法构筑内容体系， 使

之既通俗易懂又非常实用。 力

求把最通俗易懂的分析呈现给

大家， 让读者朋友在读懂案例

分析的同时， 学会将法律知识

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用法律手

段维护自身权利。

本书收录作者从 2009 年

至 2019 年间撰写、 发表的 18

篇文章， 以学术评论为主要体

裁， 分为三编： 第一编 5 篇文

章 ， 分别梳理 、 评论了正史

《刑法志》、 敦煌吐鲁番法律文

献、 日本古文书学、 《至正条

格》、 传统 “公司” 形态等学

术史； 第二编 9 篇文章， 是对

9 部海内外中、 日文著作的研

究性书评， 并附录两篇作者回

应； 第三编 4 篇文章， 以 4 部

书的读后感为线索， 讨论中国法制史教科书的编写、 日本东

洋法制史课程设计、 近代中日法史学界交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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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医生朱珊。 今天是我在抗“疫” 一线工作

的第 29 天。 近一个月来， 我和同事在隔离

病房负责四十多个病人的救治。

在隔离区， 我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不

透气， 特别闷热， 身上常被汗水湿透。 怕上

厕所耽误时间， 很多同事连续 5个小时没喝

一滴水， 嘴唇干裂了， 脸上、 鼻梁上由于长

时间戴口罩也磨破了皮。 平时累了倦了， 同

事之间就会说笑一下， 互相打个气， 鼓个

劲， 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就没有什么好

怕的。

中午休息的时候收到了一份很特别的礼

物， 是 9岁的儿子给我写了一封信， 把我感

动哭了。 儿子平时挺酷， 也不爱表达， 没有

想到写的话很温暖。 他在信里写： 妈妈您真

的很忙， 大年初二就在医院一线与病魔斗

争， 真辛苦。 您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会待在

家里。 祝您身体健康， 一切顺利。

读完信那一刻， 感觉儿子一天一天在成

长， 像个小大人了。 担心下班后把病毒带回

家， 我就住在医院协调联系的酒店里， 方便

步行上班。 这段时间对家人最愧疚， 希望他

们都平安健康。 为人妻、 为人母， 即使有畏

惧， 有诸多牵挂， 但穿上了这身白衣就已经

义无反顾。 我和同事们都不后悔， 因为这是

我们的使命。 在病房发现不少患者内心很恐

惧， 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 “医生我能不能

活？” 我查房时就会多啰唆几句， 鼓励他们

一定要有信心， 要打起精神， 吃好睡好才有

力气斗病毒， 这比单纯的药物更重要。

见到我们医护人员忙里忙外， 不少患者

十分感激， 总是跟我们念叨： “等我好了一

定要回来看你们的， 一定要好好感谢你们。”

“医生， 你要吃好一点， 保重好自己。” 在疲

倦忙碌之余， 患者的关心与叮嘱， 让我们感

觉到特别的温暖， 希望所有的病人都早日康

复。 待到春暖花开， 一起笑对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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