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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摆渡人”
——记赴武汉抗疫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 记者 王达

夜幕低垂，蓝灯闪烁，一辆辆负
压救护车呼啸飞驰，将一位位新冠
肺炎患者护送至各定点收治医院。
他们是生命的“摆渡人”——中国红
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分批向北京、上海、青海、内蒙
古、云南、吉林等六省（自治区、直辖
市）征召65名队员，组成32个车组，
派驻武汉市急救中心、同济医院中
法新城院区、光谷院区、协和医院本
部、协和西院，开展新冠肺炎患者转
运工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车队
紧急协调了 20 余台负压救护车和
车载医疗设备。

自 2月 12日至 3月 15日 24时，
车队累计转运新冠肺炎患者 8654
人次，其中危重症、重症患者 2879
人次，接送出院康复者33人。“最高
兴的事，就是看到运往 ICU的患者
越来越少，出院的越来越多。”青海
队领队王海涛说。

惊涛骇浪，也是日常

3月3日晚，上海队领队刘轶接
了个“大活”。“出动 10 台车组，将
199 名患者从市五院转移到火神
山。”刘轶说，按照以往经验，像这样
的“大活”，一般要忙到后半夜。

武汉市第五医院是武汉首批 7
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之
一，共开放床位400余张。近期，随
着武汉疫情形势好转，市指挥部决
定将方舱医院、市五院等定点收治
医院逐步清空，将患者分批转运至
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因此，刘轶
和队友们也越来越忙。

“不过这种忙，忙得开心，忙得
充实。”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中医院的
主管护师陈辰，与来自上海市急救
中心的资深驾驶员刘轶，此前素不
相识，经过近一个月的合作，两人已
经成了“黄金搭档”。

“每次转运患者时，心情都感觉
特别沉重，尤其是有些患者年龄偏
大，又没有亲人陪伴，情绪十分不
安。”将一位坐轮椅的老奶奶扶上
车，为她仔细扣好安全带后，陈辰又
接来3名患者，加上他们的行李，将
救护车医疗舱堆得满满当当。

后边实在坐不下了，陈辰关好
舱门，又回到驾驶舱副座。按照规
定，她与患者零距离接触后，已经属
于被污染群体，不能再进入驾驶舱。
但事实上，在繁忙的转运工作中，刘
轶和陈辰已经很难把握这条界限。
包括刘轶，也需要下车帮助抬担架、
接患者。

“这次没有危重症患者，不然我
肯定要去医疗舱盯着。”陈辰不时通
过隔离窗回望后舱，看到一位中年
患者低着头，没有丝毫动静，她心中
一突。还好，过了一两秒，那位患者
抬起了头，左右看了看，他只是有些
乏了，闭目养神。

在武汉的近一个月，“摆渡人”
每天都这样在车轮上、担架旁、轮椅
边忙碌着，有时还会遭遇惊涛骇浪。
2月19日中午，刘轶、陈辰车组接到
指令，将几名重症患者从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降兵医院转运至火神山医
院。这是她第一次前往火神山。

路途较远且颠簸，一名患者突
然出现呼吸困难和咳血等症状，陈
辰立即为患者吸氧，用吸痰器帮助
患者吸痰。等抵达火神山，将患者
送至病区，接诊医护人员被她的样

子吓坏了，防护服、手套上沾满了患
者咳出的血痰和黏液。

“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一口痰
都不知包含了多少病毒，一点极细
微的疏漏，都可能让病毒趁虚而
入。”得知陈辰的遭遇，青海队领队
王海涛不禁为她捏把冷汗。进驻同
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一个多月，青
海队不止一次参与转运插管治疗的
危重症患者，对于其中风险心知肚
明。

新冠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
传播，因此越是那种难以行动、咳嗽
不止，甚至插管抢救的患者，传染风
险越高，转运难度也最大。“病人加
上担架、监护仪、呼吸机、氧气瓶，一
共小两百斤，平地还好，上下台阶只
能靠人工抬，非常吃力。”王海涛说，
像这样的高难度转运，队员们一天
要遇到七八次，每次忙完都要累出
一身汗。

累极了，队员们就靠在路旁的
栏杆上休息。至于旁边的草坪，看
着养眼，但队员们是不敢坐的。“草
叶粗糙，万一把防护服割出口子来，
肉眼很难看到，但病毒却能钻进
去。”王海涛说，在武汉的这些日子，

面对无处不在的风险，倒把一群粗
犷的青海大汉“逼”得心细如毫，养
成了不少好习惯。

“纸尿裤”和军功章

从青海出发前，王学军预想过
很多可能面临的困难。但他没想
到，最大的困难，却是最不起眼的

“方便”问题，“这辈子再也不想穿纸
尿裤了”。

“纸尿裤”，是所有队员痛恨却
又绕不过的话题。尤其是在前期，
防护装备匮乏，一套防护服经常要
顶七八个小时，一包鼓鼓囊囊的纸
尿裤，就成了大家的工作必需品。

“虽然穿着纸尿裤，但我们毕
竟不是失能老人，还是想尽力憋住，
这就特别痛苦。”王学军说，在武汉
的每一天，他都尽量控制少喝水。
尤其是早餐，尽量少吃，“吃饱了新
陈代谢就快，就想‘方便’，感觉还不
如饿着”。

队员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
同的饮食习惯，遇到重油重辣的湖
北菜，难免有些不适应。“我在老家
时，每天早晨要吃两碗牛肉面。”29
岁的张春华，来自青海化隆，当地牛

肉面名扬天下。但在武汉，他的早
餐只有稀粥、馒头、鸡蛋和玉米。即
便这样，粥还不敢喝，只能吃掉馒头
和鸡蛋，半饿着肚子去上车。

比张春华小一岁的庞庆丽，来
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医院，和同事
一起主动报名来武汉。因为胃病和
饮食不习惯，一天上车前，她偷偷吐
了一大口，却没有告诉任何人，强忍
着穿上防护服，继续执行转运任务。

直到距离交班只剩半个小时，
再也坚持不住的她，才被同车队友
发现并强行“赶”下车。后来，面对
队友又是心疼、又是懊恼的问候，她
却不好意思了，“感觉自己是在给大
家添麻烦”。第二天，新的班次开
始，队友要求给她“替班”，她却坚持
不肯：“我现在就想特别完美地出一
趟车，证明自己全好了”。当天，她
和队友一起转运了170余名患者。

每天穿防护服、戴口罩，加上长
达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给爱
美的姑娘们留下了难以掩饰的战斗
痕迹。

来自云南的刘梦迪，每天都要
跟家里视频，证明自己“好好的”。
但有天出完车，她摘掉口罩，发现自

己的脸上被勒出两道深深的压痕。
“后来我跟爸爸视频，故意藏着

不想露正脸。”刘梦迪说，但是知女
莫若父，“最后爸爸就勒令我露正脸
给他看，看完后半天没说话，最后来
了句‘挺好的，军功章一样’。”

“当时感觉眼泪就快掉下来
了。”刘梦迪回忆说，她隐隐听到爸
爸嗓音也有些沙哑，“我想一定是隔
太远，网络不好的原因吧”。

轮到我们上战场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65 名队员中，有 11 位是“90 后”。
张春华、刘梦迪、庞庆丽……一个个
年轻的面孔，平时都是家里的心肝
宝贝，却在武汉最需要的时候，毅然
走上抗疫一线。

来到武汉之前，张春华刚在西
宁火车站义务执勤一周多。因为走
得急，他连家都没回，在火车站办了
一张临时身份证，便匆匆赶往机场
集结，“也没敢跟家里说，怕他们担
心，毕竟是家里的独生子”。

直至不久前，青海省红十字会
登门慰问，家人才知道他不在西宁。

“后来，奶奶就给我打电话，在电话

那头哭得不行。不过他们也没说让
我回去，就是叮嘱我在武汉好好干，
注意安全，做好防护。”张春华说，来
之前没想那么多，现在还是有点小
后悔，“不为别的，还是应该跟家里，
起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来自彩云之南的何美萍，昵称
“萍姐”，但实际年龄不大，今年 28
岁，与刘梦迪、庞庆丽合称“三小
只”。“萍姐是本地人，出发当天妈妈
去现场送她，我们还挺担心，但萍姐
居然忍住了没哭，还与妈妈微笑道
别。”刘梦迪说，自己当时感觉萍姐
超厉害。

“但后来，去机场的路上，萍姐
说她其实挺怕的，我没有说话，因为
我也一样，老庞也一样。”刘梦迪说，
到了机场，紧张感“翻倍”，萍姐就拉
着大家一起自拍，“也许这就是女孩
子的特性吧，自拍可以压倒一切”。
被珍藏的照片里，身穿红色队服的
姑娘们，用眉眼带笑成功藏起了内
心的无措和不安。

来自内蒙古的陈佳乐，今年 2
月18日满26岁，一个憨厚可爱的大
男孩。此次来到武汉，给他留下了
很多难忘经历：第一次穿戴全套防
护服转运重症患者；第一次连续执
行 5 小时高强度转运任务；第一次
戴口罩戴到头脑发晕、呼吸困难；第
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一群此
前并不相识的人一起战斗这么久
……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队友
费尽心力找来了生日蛋糕，但他戴
着口罩，吹蜡烛不方便，就和队友一
起用手把蜡烛扇灭了。

来自云南的庞庆丽，在去年就
和男朋友约好了，等到春暖花开去
拍婚纱照。但在出发前，她一狠心
剪掉了蓄了很久的长发。来到武汉
大半个月，她最期待的事，就是疫情
早日结束，趁着昆明最美的春天，回
去拍一套绝美的婚纱照。“每天最想
看到的人，就是越来越多的出院康
复者，虽然不能亲自送他们回家，但
每每看到他们，就感觉我们距离胜
利更进了一步。”

“来武汉之前，因为第一批医疗
队优先考虑男护士，我没选上，当时
爸爸妈妈还挺高兴，以为我不用去
了。没想到我又跟着红会过来了，
他们就觉得我骗了他们，我婆婆还
大哭了一场。”刘梦迪说，出发前很
紧张，但实际来到武汉，感觉反而没
什么，“面对 n多问题，就有 n+1种
解决办法，每天看着新冠肺炎患者
显存确诊数持续下降，就知道自己
的付出有了收获，看到了胜利的曙
光。”

“最难忘的，就是我们在转运中
遇到的一位老爷爷，年龄已经很大
了，在 ct检测室门口徘徊着不敢进
去，因为第一次核酸检测显阴，现在
来做第二次，心里很害怕，担心返
阳。”刘梦迪说，当天她们就和老人
聊了很久，“后来得知我们从云南
来，老爷爷很高兴，跟我们聊了很
久，聊他 1965 年去云南支边的事，
聊昆明的西山和滇池。”

后来，老人慢慢放下心事，走进
了 ct检测室。“进去前，老爷爷还跟
我们招手，说是等治好病，一定要再
去一趟昆明，爬一次西山，看一眼滇
池。”她说，有了这些难忘的经历，能
够帮助到那么多人，她对自己来到
武汉一点都不后悔，“2003 年非典
肆虐的时候，我还不记事，但现在，
到了我们该走上战场的时候”。

▲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分别为内蒙队、吉林队、云南队和青海队 （本版摄影、制图：付春来）

▲2月15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队在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顶着风雪转运危重症患者

▲队员出车前后做好消毒防护 ▲3月3日凌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派出十个车组，协助转运
199名患者至武汉市火神山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