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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而上，我们在一起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两名队员在防疫一线过生日

■ 记者 王达 杨振宇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从北京、上海、青海、内
蒙古、云南等五省（区、市）征召志愿
者，组成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
队，目前，该支队伍共有 56 人。截
至 2月 18日，这支队伍共转运患者
907 人，其中新冠肺炎重症及危重
症患者533人。

在紧张的防疫一线，队员们共
度难关、互相鼓励。在无法与家人
团聚的特殊时期，队员们在有限的
条件下为其中两名队员的生日送上
祝福。

过完50岁生日，又“满血复活”了

2 月 17 日，是李斌来到湖北武
汉的第 10天，也是他的 50岁生日。
上午 7 时，远在青海的妻子给他打
了一个电话，祝他生日快乐。前一
天，妻子刚刚知道他已不在西宁，而
是身处武汉。

李斌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
车队司机、青海省红十字搜救队队
员，一名热衷公益事业的志愿者。2
月 7 日，接到青海省红十字会集结
令时，他已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
执勤一周。

“因为走得比较急，也没回家，
直接就在机场与队友会合，直飞北
京了。”考虑到妻子“胆子比较小”，
李斌一直没跟妻子说实话，包括前
几天《青海日报》记者采访，想要与
队员的家人连线，到了李斌这也“卡
壳”了。

“后来不知道谁发了一篇美篇，
被我妹妹看到了，又告诉了父母，他
们才知道我到武汉来了。”当时，李
斌想继续瞒着妻子，还特意叮嘱妹
妹别说漏嘴，“没想到她前天发了条
朋友圈，结果就‘露馅’了。”

惊呆了的妻子，很快给李斌打
来电话。她并没有怪罪丈夫的“不
辞而别”，而是再三叮嘱他：“一定要
注意防护，全家人都在等你平安归
来。”“过坎过沟的时候要注意，速度
放慢点，车上拉的都是患者，别颠着
他们。”

“我老婆虽然胆子小，但是心地
善良，对我这次来武汉也很支持。”
收到妻子的生日祝福，李斌心中的
一块石头落了地，随手拍了一张早
餐照片，里边有煮鸡蛋、牛奶，并配
了几句话，发到微信朋友圈。

“今天是斌哥的生日？”队员们
的微信群，瞬间“炸”开了。“老大哥”
王海涛牵头，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没
有排班的队友立即出门，在城里寻

找蛋糕店。
“但这种时候，哪有什么蛋糕

店，最后只买到一些蛋黄派，临时拼
出了一个蛋糕，也买不到生日蜡
烛。”王海涛和队友想来想去，最后
决定因陋就简，“能找到什么，就用
什么”。

晚上 10时许，一天的转运任务
结束，队员们回到驻地，戴着口罩，
聚到李斌房间。

“啪”的一声，灯光灭了。昏暗
里，大家一起伸出手，齐齐点亮手中
的打火机，用摇曳的焰火充当烛光，
为李斌送上生日祝福。

简陋的生日派对，却让李斌感
动不已。“来到武汉，认识了一群生
死相交的兄弟，又救了那么多人，我
一点都不后悔。”李斌说，来到武汉
的这些日子，他也有过疲惫，有过不
安，但在这个令人难忘的生日后，他
感觉自己又“满血复活”了。

“未来无论是回到西宁，还是别
的地方，我想我都不会忘记这个特
殊的生日，不会忘记这些逆行而上
的日子。”李斌说。

“当然，我也会永远不会忘记武
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不会忘记这座
城市里坚强的人们。”李斌和队友一
起住在医院附近的宾馆里，因为转
运患者，本以为宾馆服务人员会对
他们“敬而远之”，没想到实际却很
亲切，“他们得知我爱吃辣，还专门
为我准备了辣椒。”

“今天下午，到了快交班的时
候，我们在医院楼梯上遇到一位康
复出院的大姐。她并不认识我们，
但看到我们穿着防护服，就一个劲
地跟我们说‘谢谢’，还朝我们鞠躬，
当时特别激动，感觉我们来值了。”

李斌说。
零点过后，给李斌过完生日，队

友张春华正准备回房休息，忽然接
到医院护士长电话，匆匆忙忙换上
防护服再次出门。

这一次，需要他们将一位新冠
肺炎患者从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转移到武汉蔡甸区妇幼保健院。

“我年龄虽小，但贡献不能小”

2 月 18 日，是内蒙古红十字志
愿者陈佳乐抵达湖北省武汉市的第
9天。

下午 6 点，陈佳乐突然接到队
长陈辰通知：“到驻地会议室开会。”
陈佳乐立即赶到会议室，推开门，眼
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队长陈辰捧
着一个生日蛋糕，9 名队员笑着拥
上前来，齐声说：“佳乐，生日快乐！”

陈佳乐愣在原地：“真的没想
到，特别意外，特别惊喜！”

当天早上，陈佳乐看了眼手机，
自言自语道：“18号，今天是我生日
呢。”一名有心的队员把这个秘密告
诉了陈辰。

陈辰和其他几位队员商量，要
给陈佳乐一个惊喜。附近没有营业
的蛋糕店，陈辰用手机在美团外卖
订了个蛋糕。

陈辰说：“陈佳乐是我们队里年
龄最小的，这次离家这么远，生日的
时候又不在父母身边，所以我们想
给他过一个特殊的生日，或许这会
是他一生中最独特的一次生日。”

当天下午，几位队员去附近的
超市，想给陈佳乐准备一份生日礼
物。无奈超市里商品种类有限，实
在买不到什么特殊的礼物，大家为
陈佳乐买了沐浴露、药皂。救援队

支部委员、副队长陈丽华左挑右选，
买了一个变形金刚玩具，她说：“在
我眼里他就是个孩子，希望他像变
形金刚一样，打败病魔！”

一个蛋糕加 10 份盒饭的生日
晚宴并不丰盛，但气氛却温馨热闹，
令人难忘。

到达武汉以来，陈佳乐的表现
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内蒙古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一致
称赞，“工作细心，性格随和”是队员
们对他的评价。

2月 12日上午 11时，陈佳乐接
到了第一次出车转运的任务。回忆
当时的情景，他说：“非常激动，终于
到了正式出征的时候了。”

陈佳乐所在的医院科室平时也
会组织个人防护培训，来武汉前后，
他也在不断地练习防护技能。然
而，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登上救护
车的那一刻，第一次参加“实战”的
陈佳乐心里还是很紧张，包裹在厚
厚的防护服内，他甚至能听得见自
己的心跳声。

陈佳乐小心地扶患者上车，车
门关闭，救护车从武汉市第一医院
驶向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与院方
做好交接，安顿好患者后，救护车返
回武汉市第一医院，第一次转运任
务顺利完成。

目前，陈佳乐已参与转运了 14
例患者，当初的紧张早已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在工作中的探索和创
新。

转运时，陈佳乐发现转运平车
没有约束带，他担心路途颠簸，患者
会掉下去，于是用卡带系在平车底
部用来固定，这一做法得到了实践
的检验和大家的认可。

“我先好起来，再帮大家好起来”
——95后护士病愈15天后捐献血浆

■ 记者 王达

2月19日9时30分，阳光灿烂。
24 岁的贾娜走进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爱心献血屋，挽袖捐献 300 毫升
血浆。这一天，是她新冠肺炎核酸
检测转阴的第15天。

贾娜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护
士。1月23日，立冬，因为同时被查
出感染新冠肺炎，为了科室的安全，
轻微咽喉疼痛的她决定去拍个CT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但让她没
想到的是，CT 结果显示，她“肺部
呈磨毛玻璃样，病毒性肺炎待排”。
24 日凌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呈
阳性。猝不及防的她，成了一名新
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被感
染的，当时感觉怕极了。”贾娜说，当
天她就拿了检测结果去找医生，“医
生看了看我的片子，说病变范围较
小，建议我回家隔离吃药，也避免在
医院里交叉感染。”

贾娜拿了些药，就回家了。这
个家，是她和室友一起合租的房子，
因为室友回家，房间只剩她一个人，

“我就每天给自己做点好吃的，熬鸡
汤、炖排骨、喝牛奶、煮鸡蛋，增强自
己的抵抗力，闲暇时间也练练瑜伽、
洗衣服、拖地、打扫房屋，就当是做
运动了。”

在后来发表的自愈日记里，贾
娜认真记录了当时细节：“第一：抵
抗力。免疫系统正在和病毒打仗，
没吃饱饭怎么行。按时吃饭，规律
作息，吃的一定要营养健康。第二：
杀死家里物表的病毒。我会用稀释

的 84拖地擦桌子，75%的酒精喷被
子和衣服。每天开窗通风至少两
次，每次半小时。勤洗手，天气好的
时候晒晒太阳，晚上洗热水澡，杀死
身上携带的病毒。第三：药物治疗。
奥司他韦、拜复乐、阿比多尔、连花
清瘟胶囊，有些药物确实让我胃有
些难受甚至头晕，那时候我就会喝
热水、休息，一小时左右就会好转。
第四：心态。不要盲目恐慌，放平心
态，理智积极面对。”“新冠对大多数
平时体健无基础病的人来说没那么
可怕，就算不幸染上，依靠自己强大
的免疫力，说不定没过几天就好了。
但是我们不能传给别人，一定要做
好隔离，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贾娜的这篇自愈日记，在新浪
微博收获了 11.8 万转发、30.8 万个
赞，也给压抑已久的病友带来了一
丝微光。“我把你的微博截图发给患
病的同事和朋友了，一下子又充满
了希望。”一位网友说。

“我确诊那天是除夕（1 月 24
日），拿到转阴结果的这天刚好是立
春（2月4日）。我相信，冬天一定会
过去，春天也一定会到来。”2 月 11
日，自愈后的第7天，贾娜就回到了
急诊科一线。

“上周五，我从新闻里看到张院
长（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呼
吁痊愈患者捐献血浆，就有点心动，
后来又专门了解了一下，觉得应该
对重症患者来说还蛮有用的，就趁
今天休息过来了。”贾娜说，她希望
自己献出的一点血浆，能够救活一
个人，“希望每个人都尽快好起来。
我先好起来，再帮大家好起来。”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川省红十字赈济救援队队员吴斌“火线入党”侧记

■ 记者 杨振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2 月 17 日，四川省红十字赈济
救援队在湖北省武汉市的驻地，举
行了一次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宣
誓人是37岁的吴斌，四川省红十字
会赈济救护部四级调研员。他说：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加
入党组织，是我一生的自豪和骄
傲。”

加入党组织是吴斌一直以来的
心愿。“来到武汉之后，看到一线医
护人员的艰辛，看到中国红十字会
救护转运车队的付出，看到社区工
作者的坚守，看到同事们的敬业，我
倍受感动，发自内心地想向党组织
靠拢。”

当日是四川省红十字赈济救援
队抵达武汉的第 15 天。按照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要求，四川省红十字
赈济救援队于 2月 3日下午抵达武
汉，参与到湖北省红十字会疫情防
控国内物资组、国际物资组工作，与
湖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完善物资分配
流程、人员职责、物流保障等工作，
并配合湖北省红十字会做好捐赠款
物接受使用、信息公开等工作。

来到这里的每一天，吴斌都有
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赈济救援队
6名队员中，有 5名是党员。他说：

“大家在这里的工作非常认真刻苦，
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
把这件事做好。”

经过深思熟虑，2月11日，吴斌
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目前正处于抗击疫情的
关键时期，这段时间，同我一起战斗
在一线的党员干部深深感动着我，
激励着我，他们总是冲在最前线，主
动承担起最危险的任务。这一切都
感召着我，让我不由得跟随并与他
们看齐。

今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抗
击疫情前线向党组织写下这份入党

申请书，并以我的实际行动表达我
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与忠诚，希望
党组织考验我……”

救援队党支部接到申请书后，
立即召开支部会议，全体党员经过
讨论，结合吴斌以前和在武汉的工
作表现，认为他符合入党条件。随
后，救援队党支部向四川省红十字
会机关党委递交请示，省红十字会
机关党委向四川省直机关工委组织
部请示。

得到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的同
意批复后，救援队党支部就吴斌“火
线入党”一事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对
吴斌的个人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说
明，并委派党支部纪律委员杨清海
和吴斌进行了谈话。

经过综合评判，党支部认为，吴
斌入党动机端正，对党认识明确，在
思想上和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能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现实表现符合党员标准。党支部全
体党员一致同意吸收吴斌为预备党
员。

队员们介绍，吴斌此前在省红
十字会财务部门工作，去年年底轮
岗到救护部，是赈济救护部的“新
兵”。在武汉工作期间，吴斌工作认
真细致，吃苦耐劳，进步很快，工作
出色。

“对于一名党员来说，‘火线入
党’是一种自豪，也是一种幸福。但
是这也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火
线入党’的党员要更加严格地要求
自己，要更加能经受得住考验，要树
立更加高远的成长目标。”救援队党
支部书记、四川省红十字会赈济救
护部副部长、救援队领队蔡庆说：

“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对吴斌同志
的培养和帮助，让他更快更好的成
长。”

吴斌说：“在以后的工作中，我
会牢记入党誓言，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政治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不断提高政治素养和工作本领，
把工作做得更好。”

你在前线战“疫”，我在后方保障
——安徽省红十字救援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侧记

■ 汪洁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春节阖
家团圆的日子里，主动放弃假期，积
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负责接收和
发放社会各界捐赠物资，成为城市
里的逆行者。他们是安徽省红十字
救援队。

志愿者24小时值守

1 月 26 日，安徽省红十字会发
布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全力配合做好社会各界捐赠
接收工作公告，一则招募令在红十
字救援志愿者微信圈迅速转发。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共青
团员、党员干部、企业高管、在职干
部和普通民众等几十名志愿者立即
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在省红
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他们轮流 24
小时值守，负责装卸物资、接收登
记、分类核验、联系发放等工作。
安徽中医药大学黄炜就是其中之
一，“看到招募令，我立即报名，作为
一名教师，我希望通过自身的行动，
为孩子们作表率，也为安徽抗击疫
情尽一份力”。

安徽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作为防疫指挥部物资接收点，每天
有大批量物资进出，品种多、数量
大，清点甄别任务繁重。为保证物
资出入准确，方便全省抗疫战线单
位提取物资，提高工作效率，省红十
字会备灾中心工作人员克服严寒天
气，将办公场所改在一楼大厅、院内
帐篷和备灾库房，同时将志愿者们
分成若干个小组，在接收、清点、分

类、登记、检验、发放等环节分组负
责，责任到人，实行三班倒，确保 24
小时无缝连接。

“虽然我们不在一线，但我们每
天十几、甚至二十个小时在对接货
源、物流，为一线医务人员保障物
资，我感觉很开心，因为有队长的协
调指挥，彼此信任度很高，大家越干
越有劲儿！”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朱英
彬说。

“这里存放着全省备灾救灾物
资，现在每天有大批人员和车辆出
入，这里也是疫情的一道防线，要尽
可能切断病毒传播渠道。而我要负
责的，就是让疫情进入这里的风险
降到最小。”志愿者汪炜坦言，自己
的工作相较于一线的医疗防疫人员
没有什么可比性，但他愿意尽他所
能，为疫情防控尽一份绵薄之力。
他自购消杀工具，承担起中心物资
储备库、办公和公共区域一日两次
的消毒工作，同时还安排 2 名志愿
者为进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消毒和
测温。

他和“战友”连续作战

2 月 7 日 21∶04，结束了一天工
作的救援队队长任怀阳还没休息，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怀阳，
赶紧召集队员，建工集团捐赠的防
护服正在来的路上，估计十分钟到
中心了，大家做好准备”。顾不上晚
饭，任怀阳立即召集队员，此时，一
辆满载从境外采购的防护服的运输
车抵达中心院内，这批物资包装严
实，外包装英文标注的型号种类不
一，物资甄别的准确性成了最大的

困难，如果甄别错误，这批物资数量
和用途都会出现错误，需要格外细
心。队员们虽然已经工作了一天，
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要休息。大家
相互配合，直到深夜两点，完成了
1800 箱，29450 件 16 种型号医用防
护服的搬卸、清点登记和分类码放
工作。

“这几天搬运物资下来真的挺
累的，但是想到自己能够为防控疫
情出一份力，心里还是暖暖的。”任
怀阳说，“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对我来说是一
个难得的机会，我要以党员的标准
要求自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不断锤炼和提升党性修养，用实
际行动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力
争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共党员。”

用行动诠释党员职责

陈茂是名退役军人，在新闻上
看到省红十字会每天接收大批社会
捐赠物资，需要志愿者，他立即赶往

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赶到中
心门口，满头是汗，保安测量他的体
温 38 度，拦着没让他进。10 分钟
后，再次测量体温是37.5度，保安劝
他回去继续观察，他非常着急，返回
途中路过几家药房，他都没有买到
体温计，最后在一家药店，他向店主
说明用意后，店主非常感动，测量了
体温，显示正常后，将自己的体温计
送给了陈茂。现在陈茂每天坚持来
中心清点物资。

90 后的王上仕是食品加工企
业老板，也是一名党员，他家距离备
灾中心有20多公里，每天往返乐此
不疲，“这些物资是当前最紧缺的物
资，是发往全省防疫一线医务人员，
为他们做保障，我们一定要提高效
率”。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2月14日，合肥气温骤降，大风
伴着雨雪，下午 5 点中心人员接到
通知，一批防护物资要紧急运往亳
州。此时交通不便，物流不通，王上
仕主动请战，开着自家的货车，一路

疾驰，将这批物资运往亳州，返回合
肥已经是凌晨1点。他用行动诠释
了共产党员的的职责和担当。

最美逆行者

60 后的飞行教官马银海是救
援队员中年纪最大的，平时生活作
息非常规律，但是特殊时期，他主动
请缨要求值守夜班；孟洋铎是名大
一学生，00 后，是救援队伍中年纪
最小的，他和妈妈“并肩作战”参与
物资发放。别看他年纪小，做起事
来沉稳、细心，物资出库时，他总要
仔细检查一下包装，以免箱体破损

污染到防护用品。还有巾帼不让须
眉的女队员孙琼，外表瘦弱，忙起活
来，动作麻利，丝毫不输给男队员，
工作之余，每天还不忘记录队员们
的工作动态。

抗击疫情，有爱同在。截至目
前，据不完全统计，救援队接收清点
物资有 52.5万箱，其中 36.7万只口
罩、354 万只手套、5 万件防护衣、2
万副护目镜，直抵全省抗疫一线并
投入使用。他们准确高效的物资保
障，获得了相关部门和领取单位的
高度好评。

▲队员们点亮打火机，为李斌庆祝50岁生日 （受访者供图）

▲救援队年龄最小的志愿者，00后的孟洋铎在搬运物资 （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