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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疫情好转，心里特别敞亮”
——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吉林队

■ 记者 杨振宇

3月3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救
护转运车队吉林队的8名队员在驻
地休整待命，这是他们抵达武汉以
来，难得的相聚时刻。

2月 21日晚，吉林队抵达湖北
省武汉市，在协和医院西院区开展
新冠肺炎患者转运工作。截至3月
7日，吉林队累计转运患者26名，行
驶里程 800 余公里，其中包括多名
危重症患者。

8人中，4位医护人员来自吉林
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4位驾驶员均
为红十字志愿者，他们中有主任医
师、副主任医师，也有公司经理和企
业法人。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平均年
龄 36.5 岁。队长贾冶是吉大一院
肾病内科主任医师，17 年前，他曾
站在抗击 SARS 疫情一线，是名副
其实的“抗疫老将”。

在武汉，贾冶不仅要参与转运
任务，还要负责队员们的安全。每
天的转运工作结束后，队员们都要
开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说：

“队员们精神状态非常好，我也经
常给他们鼓劲，毕竟他们都比我小
很多。”

每次转运前，队员们都会针对
每个患者的情况，充分做好各种应
急预案，严格执行《吉林省红十字

会援鄂重症患者转运队“三查七对”
制度》。

其中，“三查”指检查车辆是否
安全运行；检查车上急救药品及设
备是否充足并完好；检查队员健康
状态以及防护措施是否妥善。

“七对”包括与转运指挥部门核
对转运任务；与疗区医务人员及患
者核对患者个人信息确保无误；与
病区医生对接患者病情及相关注意
事项；若转运至患者家中，需与家属
及社区确认地址及交接事项；若转
运至隔离点或医院，需与相关负责
人确认接收地点及交接人联络方
式；核对并确认转运路线；转运至目
的地后，与接收方核对信息并签署
转运接收单。每次完成转运任务
后，都会组织讨论并总结经验，找出
不足，不断优化流程。

来武汉之前，刘世存用剃须刀
给自己剃了个光头。

在当地应急救援领域，刘世存
大名鼎鼎，出征前，他一直在长春市
和队友们开展消杀工作。

从事应急救援工作七年来，刘
世存平均每年参与过 100余次溺水
救援，也参与过地震、洪水等灾害的
救援，多次行走在生死边缘。最危
险的一次发生在吉林省永吉县参与
洪灾救援中，刘世存和队友们住在
3楼，洪水淹到2楼。

他说：“我们习惯了面对危险，

所以这次来武汉，我没有任何担
心，做好防护就没问题。”

高祯鹏同样参与过多次灾害
救援，从 1 月 25 日开始，他一直参
与吉林省的消杀任务，

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吉
林省红十字会的应急救护师资，在
武汉的转运工作中，高祯鹏最远的
一次驱车往返100余公里。

转运中，一些患者会在下车后
给他深鞠一躬，真诚地说：“谢谢
你！”这让高祯鹏感动不已。

刘明曦是创伤骨科医生，2003
“非典”肆虐时，他正值高考。新闻
报道里，舍己为人的医护人员让他
深受感动，于是毫不犹豫地报考了
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医学系，并顺利
成为一名军医。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他第一时间向领导请愿，希
望能冲到第一线，与全国同仁共同
抗击疫情。

刘明曦说：“我有16年党龄，14
年军龄，如今武汉有难，我必须得
站出来，能在这里出一份力，我觉
得挺自豪的。”

在转运中，他遇到过一位50岁
左右的阿姨，一上救护车就坐到了
最后面，并捂住口罩，努力地忍着
咳嗽。问及原因，她说：“医生，我
是重症患者，怕传染给你。”

“这样善良的人，怎么可能会
被疫情击倒呢？有这样一群努力

而又善良的人，抗‘疫’胜利指日可
待！”刘明曦说。

走在路上，偶尔遇到武汉市民，
他们会非常热情地打招呼，发自内
心地感谢援鄂医疗队。刘明曦说：

“我看到他们觉得像看到自己家人
一样，为了他们，我们没有什么不能
付出的。现在看到疫情形势越来越
好，我心里特别敞亮！”

17年前，非典疫情期间，陈勃还
在上大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他立即报名前往武汉。“我是党员，
必须往前冲，绝不能后退！ ”

2 月 27 日，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方舱医院的患者需全部转运至其他
医院。下午 4 点半，接到任务的陈
勃和王洪斌没顾上吃饭，迅速赶到
医院参加转运。其间，其他队员担
心他们太累，提出前去轮换，陈勃
说：“防护物资很宝贵，把我们换回
去不仅浪费防护服，也会增加感染
的几率，我们可以坚持！”当晚，两位
队员连续工作 5 个小时，共转运 10
余名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贾冶说：“这几位驾驶员都是公
司经理，本可以不来的，但是他们依
旧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千里驰援武
汉。”

王洪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
“就想做点好事，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别人，就这么简单。这次能有机会
来武汉，我非常高兴。”

救护转运车队里的“90后”
■ 记者 王达

“鼻子磨破了，戴着（口罩）好
疼。”见到张春华时，他和队友刚拉
完一位接受插管治疗的危重症新
冠肺炎患者，正趁着接运下一波患
者的间隙，双手扶膝，斜靠在路旁
稍作休息。

张春华来自青海化隆，出生于
1991 年，来到武汉已有半个多月。
像他这样的“90后”，车队里共有10
位，分别是来自云南队的刘梦迪、
何雪萍、庞庆丽，来自内蒙古队的
陈佳乐、侯磊、李阳、文峰、田丹丹，
来自吉林队的张哲，以及来自青海
队的吴花葳和张春华。

和经验老成的前辈不同，“90
后”队员的心态明显更加活泼。“青
海化隆，群科手抓”在张春华的白
色防护服上，没有常见的“中国加
油”“武汉加油”等字样，而是写着
他的家乡和最爱的食物，就像他报
名来到武汉市的心境，并非压抑和
沉重，而是充满激昂与热血。

“当时我正在火车站执勤，接到
征召令后，立即抢先报了名，当天下
午就出发了。”张春华是一名红十字
志愿者，去年从部队退役，现在一家
物业公司工作。因为走得急，他连
家都没回，直接随队友赶赴机场，直
飞北京，再转往武汉。“我们一家 6
人，除了爷爷奶奶年龄太大，其他人
都在参与抗疫。”他说。

作为队里最年轻的队员之一，
张春华经常主动要求值夜班，有时
候晚上零点过后还要出车，返回时
经常是两三点钟。最晚的一次，将
一位患者从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送到江夏区妇幼保健院，返回时
已是凌晨4时。

在武汉的日子，累并充实。来

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医院的刘梦
迪，在医院派出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时就报了名，但因为首批选召的都
是男护士，她未能如愿，而是被列
入了预备名单，直至 2月 19日医院
派出第二批队员，才随队来到武
汉，进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每天分三班，早班从早晨8点
到下午1点，午班从1点到6点，晚班
从 6点一直到 10点、11点。”刘梦迪
说，在武汉的院内转运工作跟自己预
想不一样，“原以为单人单车，但实际
上一次可能要拉八九人，有时候还要
抬担架，工作强度非常大。”

“但感觉特别温暖，尤其是队里
的哥哥们，到了抬担架的时候根本不
让我们上手。”刘梦迪有着3年重症
监护室经验。因为科室属性，她经常
需要干一些重体力活，但感觉到了武
汉，“又重新恢复了小女生待遇”。

话虽如此，救护转运车队的工
作却并不轻松。“天气暖和时，穿着
一层防护服、一层隔离衣，里边又
闷又热，就感觉最后一个小时过得
好慢啊，里边全都汗湿了。”刘梦迪
说。但即便如此，大家都是提前就
位，从不提前撤离，“都想着再多拉
一个，下一班队友就能多休息一
会”。

每天穿防护服、戴口罩，给爱
美的姑娘们留下了难以掩饰的战
斗痕迹。“有天上完班回来，跟家里
视频，因为鼻子被口罩勒过的痕迹
比较明显，我就没有露脸。后来爸
爸就一直追问，看完半天没说话，
最后来了句‘挺好，功勋章一样’。”
刘梦迪说，来武汉这么多天，最惦
记的就是家人，最感谢的也是他
们，因为没有家人的支持，她在这
边也很难安心。

来武汉之前，庞庆丽本来和男

朋友约好了，等春暖花开一起去拍
婚纱照。但因为疫情，她主动报名
出征，剪掉了长发。“出发那天，她男
朋友去机场送她，当场就哭了，我们
大家都看到了，唯独她没有看到，因
为她根本不敢看他的眼睛。”刘梦迪
说。即便如此，庞庆丽的男朋友也
没有吐出半个“不”字，而是一直安
慰她，“短发依然很美。”

武汉重油重辣的饮食习惯，让
来自远方的队员们很难适应。一天
上班前，因为胃病发作，庞庆丽偷偷
吐了一大口，却没有告诉任何人，强
忍着执行转运任务。直到距离交班
只剩半个小时，再也坚持不住的她，
被同车队友看出，强行“赶”她下了
车。后来，面对队友们又是心疼、又
是懊恼的关切询问，她却不好意思
了，“感觉自己是在给大家添麻烦”。

第二天，新的转运任务开始了，
队友要求给她“替班”，让她在驻地多
休息。她却坚持不肯：“我现在就想
特别完美地出一趟车，证明我完全好
了。”当天，她和队友一起转运170余
名新冠肺炎患者，出色完成任务。

来自内蒙古的陈佳乐，是内蒙
古妇幼保健医院小儿重症监护室护
士，一个憨厚可爱的大男孩，平时队
里的重体力活，基本就是他和李阳
抢着干。此次来到武汉，给他留下
了很多难忘的经历，第一次穿戴全
套防护装备转运重症新冠肺炎患
者，第一次连续执行 5 小时转运任
务，第一次戴 n95 口罩戴到头脑发
晕、呼吸困难，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
地方，和一群此前并不熟识的人一
起工作这么久……

但最让陈佳乐难忘的，还是在
武汉过了 26 岁生日。那天是 2 月
18 日，因为一句无意识的自言自
语，他引起了队友们的注意，并收到

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生日礼物——一
个变形金刚玩具。“在我眼里，他还
是一个孩子，却为了抗击疫情，来到
这么远的地方。我们希望他像变形
金刚一样，打败病魔。”内蒙古队副
队长陈丽华说。

来到武汉这么久，每天面对数
十、上百名患者，队员们都说自己已
不再紧张，都争着多干一点。但实
际上，面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冠肺炎
疫情，甚至还要和一些危重症患者
面对面，有时面屏还会粘上患者的
咳嗽物，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但
面对压力，年轻队员各有各的办法，
比如女生可能会一起自拍，忙里偷
闲敷个面膜，男生则利用休息时间
睡上一觉，或用手机看部电影，和女
朋友视频聊聊天。

在武汉的这些日子，也给年轻
队员们留下了深刻记忆。“印象最深
的就是一位老爷爷，得知我们来自
云南，就跟我们聊，聊他 1965 年去
云南支边的事，聊他患病后的忧虑
与挂念。”刘梦迪说，因为老爷爷第
一次做核酸检测后显示阴性，第二
次来时他就特别害怕，徘徊着不敢
进去，害怕检测结果反复。

“后来，我们跟老爷爷聊了很
久。临进去前，老爷爷跟我说，他相
信自己一定能够治好，因为他很想
念昆明的西山和滇池，等康复后一
定要再去一趟。”刘梦迪说，远离家
乡和亲人，来到武汉，她心里一点也
不后悔，因为在这里，她看到了责任
与使命，“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
我们还不记事，现在，到了我们该走
上战场的时候了”。

“来武汉之前，老公说他不会
去送我，但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会
去机场接我。我期待着那一天早日
到来。”她说。

“他们让我备受感动”
——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捐献协调员口述

■ 记者 王达

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做好
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招募动
员服务工作。2月28日起，湖北省红
十字会动员全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前往各定点收治医院，通过一对一
电话沟通、张贴宣传海报、小喇叭广
播等方式，积极参与该项工作。以下
为身在抗疫一线的协调员口述。

OPO负责人：同意捐献率达83.58%

2 月 25 日，我们接到湖北省红
十字会通知后，立即向医院领导做
了汇报。院领导高度重视此事，安
排医务办、患者服务中心、输血科进
行协助。随后，我们立即建了一个
微信群，把相关人员都拉进来，制定
工作流程，明确责任分工。

根据安排，我们主要负责亚心
医院本部、亚心总医院（武汉市第四
批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和
沌口方舱医院。其中，亚心总医院
收治了 400 多位新冠肺炎患者，沌
口方舱医院有1000张床位，最高收
治了980多位病人。

我们最开始的宣传方式，是在
医院内张贴海报、发布倡议书和小
喇叭广播的方式，但是效果不是很
明显。比如在沌口方舱医院，2 月
29日共有7人同意捐献，约占当日
出院人数的10%。

3月1日，我们开始转变思路，决
定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向康复者做一
对一宣传。因为近期出院人数大幅
增加，所以该项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我们OPO办公室3个人根本不够，
就把医院其他部门也都动员起来，由
患者服务中心安排专人收集每日出
院康复者名单，交给输血科工作人
员，通过电脑系统进行初筛。首先，
年龄在18-55周岁之间；其次，没有
血液传染性疾病；第三，康复前核酸
检测必须为阳性，不然没有抗体。

完成初筛后的第二份名单，我
们就安排专人，逐个给他们打电话，
这一次效果非常明显，捐献同意率
接近90%。比如昨天（3月4日），亚
心总医院出院22人，筛除不符合条
件者16人，剩下6人全部同意捐献。
2 月 23 日至 3 月 5 日，医院共出院
210人，不符合捐献条件143人，号码
有误2人，不同意捐献9人，同意捐
献56人。在符合条件的出院康复者
中，同意捐献的占到了83.58%。

沌口方舱医院的情况有所不同，
因为住院患者人数众多，医务人员人
手不够，信息化建设也不完善，患者
信息需要一笔笔手动录入，工作难度
相对较大。在方舱医院，我们就把后
期工作都接过来了，由他们为我们提
供全部患者名单和前期出院名单后，
我们再打电话，逐个与他们取得联
系。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一部分患者名单已经提交给我们，前
期出院者名单也在整理中，这将是我

们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所以从整个流程来讲，我们是

一套流水线作业，首先由医院提交
名单，然后我们对名单进行初筛，再
针对符合条件者逐个打电话动员，
确认捐献意愿，最后进行数据汇总
并审核，在当日下午 4 时前交给武
汉市血液中心，同时报湖北省红十
字会，再由血液中心对同意捐献者
进行二次确认，预约捐献时间，安排
专车将他们接到献血地点，完成整
个捐献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大
家也都非常愿意帮助别人，报名踊
跃性很高。尤其是前两天，国家卫
健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央军
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共同为捐献者
颁发荣誉证书，这也让我们感觉更
加欣慰。我相信，有了大家的共同
努力，这场疫情一定会早点过去。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OPO办
公室总监李菲）

志愿者协调员：
“每一个人都让我心生感动”

在整个捐献动员环节中，我主
要是根据李总监他们提供的初筛名
单，给符合条件的新冠肺炎康复者
一个个打电话。在这个过程中，我
就感觉他们的捐献热情都特别高，
让我非常感动。

一位 39 岁的出院康复者接到
我的电话之后，感觉特别热切，恨不
得现在就去捐献。他说，他是一名
党员，在这场疫情中，他的爱人和家
人都被感染了，自己被收治时的症
状也比较重，如今能走出鬼门关，最
感谢的就是党和政府，是广大医务
人员，14天以后，他一定要去捐献。

还有一名年轻患者，我在跟他
联系时，话还没说完，他就跟我说，
他已经了解了此事，正要和我们联
系，完全不需要我们动员。尤其让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挂完电话20分
钟后，他又给我打来电话，说和他一
起被隔离的，还有一位协和西院的
康复者，他也想主动捐献血浆。

在我这几天打过的几十个电话
中，这样的感人故事特别多。有位
52岁重症患者，我们在给他打电话
时，他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捐献意
愿。后来，我们得知他患有心脏类
疾病，不符合捐献标准，他就感觉特
别遗憾，表示要给医院捐款。他说，
他是一名老党员，在单位已经捐过
了，但是还想继续捐，想通过这种方
式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

在我们医院，也有医务人员被
感染了。这几天，已经有 1 名医生
和2名护士找到我，希望在结束14
天隔离后捐献血浆。

总之，我感觉打电话联系的每
一个人，都对这件事情充满热情，都
愿意参与到这项捐献行动中来，真
的让我特别感动。

（武汉亚心总医院护士、志愿者
协调员孙慧莉）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队给省领导写信

“疫情不退我不退”
■ 记者 杨振宇

2 月 28 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
转运车队青海队队员们在结束工
作后的休息时间，分别给青海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青海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匡湧，省委常委马吉
孝等省领导写了四封信。

2月25日，王建军在《关于省红
十字会支援武汉救援队工作生活情
况的专报》上作出批示：“大考当前，
我省红十字会救援队冲锋在前，舍
己为人，忘我工作，日夜奋战，交上
了出色的答卷，为青海赢得了荣誉，
彰显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希望救援队队员们继续坚持
下去，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的精神，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救
治患者，打好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
战，向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

当晚，青海队在驻地传达了省
委书记的批示，10名队员倍感振奋。
青海队队长、青海省红十字会备灾
救灾和应急救护中心主任王海涛
说：“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让我们更有干劲了，我们要把
工作干得更好，所以大家想给领导
写信汇报一下当前的工作。”

信中写道：“……党和政府的
亲切关怀为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努

力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这一艰巨
而又神圣的任务增添了无穷的动
力。救护转运队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第一时间成立了临时党支
部，共产党员冲在疫情防控一线，
两名队员‘火线入党’，党旗在疫情
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
继续发挥青海红十字救援铁军的
优良传统，坚持以保护人的生命健
康和安全为己任，以必胜之心，责
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勇当
先锋，敢打头阵，主动担当，积极作
为。我们一定会做到疫情不退我
不退，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待
到春暖花开之时，即是我们归去之
日！”

王海涛介绍，青海队 5 名医务
人员均来自青海省三甲医院，5 名
救护车驾驶员同样经验丰富。

到达武汉后的前两天，青海队
邀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院感专家，为队员们强化
培训防护技能。10 名队员分成 5
组，一对一地训练，经过严格考核，
队员们全部达标。“我们在保护好
自己的前提下才能去救别人。”王
海涛说。

2 月 12 日至 3 月 11 日，青海队
29 天共转运患者 2163 人。其中危
重症 517 人，重症 1616 人，轻症 5
人，出院25人。

时刻准备出发

近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
运车队青海队队长王海涛（图
左）与队员们在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为负压救
护车安装调试车载医疗设备。

（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