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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下的战“疫”
——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拉克志愿专家团队工作侧记

■ 张淼

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拉克志愿专
家团队自 3月 9日在伊拉克首都巴
格达正式开展工作以来，与伊拉克
卫生部和疾控中心官员、世卫组织
代表等进行大量技术性沟通，还考
察了巴格达医学城医院。他们每天
在荷枪实弹的安保护送中出行工
作，培训场外甚至传来枪声……这
支“战疫”团队正在与时间赛跑。

制定策略，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初到伊拉克，让人多少有些担
忧。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拉克志愿专
家团队领队、广东省红十字会社会
赈济部副部长陶中权，第一时间分
享在巴格达的动态，照片传回国内
后，他女儿惊讶当地人不重视佩戴
口罩。

综合多方研判，专家团队一致
认为伊拉克在疫情防控上存在潜在
风险：伊拉克缺少国家统一的新冠
肺炎防控方案；新冠肺炎病例从疫
情严重的伊朗跨境进入伊拉克造成
社区传播，已发现和报告了无明确
传播来源的病例；医院预防和控制
感染存在薄弱环节，缺乏有效的社
区控制措施。

官方消息也佐证了专家团队的
结论——伊拉克卫生部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3月16日，伊拉克全国累计
133例确诊病例，其中治愈32例，死
亡 10 例。病例几乎遍布伊境内各
省，呈多点暴发趋势。

结合中国防控经验和伊拉克实
际情况，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拉克志
愿专家团队向伊方提出建议：建立
联防联控机制，将新冠肺炎纳入法
定传染病管理，动员宗教领袖参与
防控；出台国家新冠肺炎控制方案
和临床诊疗指南；建立定点医院，设
立发热门诊以及对发热病人的预检
和分诊制度；利用 CT 筛查疑似病
人，核酸检测作为最后的确诊方法。

陶中权说，中国红十字会赴伊
拉克志愿专家团队的意见和建议逐
渐受到伊拉克政府的高度重视，他

们已经开始制定国家层面的防控策
略和临床诊疗指南。

在学校停课、禁止多国公民入
境等多项措施未见明显成效后，伊
拉克政府终于出台最严厉防控措
施：15日起伊拉克各省间禁止交通
和人员流动；疫情最严重的巴格达
将于17日至23日实施宵禁，在此期
间暂停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工作，停
飞所有航班。

培训现场，不惧枪声传递防护知识

3 月 16 日，中国红十字会赴伊
拉克志愿专家团队和中国驻伊拉克
大使张涛一行来到位于巴格达东部
的海法巴勒斯坦社区活动中心，向
生活在当地的巴勒斯坦难民捐赠口
罩，传授疫情防控和个人防护知识。

该社区活动中心周围由伊拉克
什叶派民兵武装控制。培训开始
前，一声沉闷的枪声从附近传来，令
现场人员颇为紧张。

过去一周，什叶派武装多次向
巴格达附近的国际盟军驻地发起火
箭弹袭击。双方袭击与报复式袭击
不断，伊安全状况再次堪忧。

对中国专家团队来说，这是在
国内和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的状
况。

面对充满疑惑的难民社区，专
家团队成员韩孟杰基于新冠肺炎的
流行病学特征，给出防控建议。

他向现场民众解释，大部分患
者都是轻症，通过支持性治疗可以
治愈，但年纪较大、有基础性疾病的
人员应及早接受治疗。

新冠肺炎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
接触传播，正确佩戴口罩和保持手
部卫生是最重要的个人防护措施。

钟南山院士团队骨干力量、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重症
专家徐永昊带领现场民众演示了

“七步洗手法”以及正确穿戴和丢弃
口罩的方法。

“中国在短时间内控制了疫情
发展，中国经验值得学习！”伊拉克
红新月会会长亚辛·艾哈迈德·阿巴
斯在现场提出，希望中国红十字会
赴伊拉克志愿专家团队能为伊拉克
红新月会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指
导，将个人防疫措施传递给更多伊
拉克民众。

统计数字显示，专家团队在过
去一周内对伊方医护人员、中企员
工等开展了9场新冠肺炎防护知识
培训，累计培训400人。

接下来，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拉
克志愿专家团队还将前往伊拉克南
部四省调查疫情，指导中资企业和
当地医疗机构做好疫情防控。

16日当天，中国红十字会赴伊
拉克志愿专家团队还与巴格达医学
城代表签署防疫物资交接证书。

陶中权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向伊拉克捐赠了一套核酸检测实验
室设备，包括两台PCR仪以及 5万
份核酸检测试剂，将有助于伊拉克
大大提升新冠病毒检测能力，实现
早检测、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

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拉克志愿专
家团队成员杨鸿辉说，通过核酸检
测，可以判断一个人感染与否，从而
及时做好隔离措施，并对其密切接
触者进行检测。

由于伊拉克亟须提升核酸检测
能力，巴格达医学城在48小时内就
完成了实验室的基础改造。数天
来，杨鸿辉与其他两名专家全力协
助安装实验室设备，强化实验室防
护措施，完善样本接受流程。

“伊拉克有核酸检测技术，但缺
乏将技术应用于检测的能力。例如
国内基本每一家医院都有核酸检测
实验室，但伊拉克全国只有巴格达
中央实验室可做核酸检测。”杨鸿
辉认为，伊拉克受制于核酸检测能
力和试剂数量，检测人群极为有限。

杨鸿辉说，每轮核酸检测需要
经过样本灭活、自动化取样、核酸提
取、扩增反应等步骤，四到六小时可
获得结果。如果每天按 8 小时工
作，中方援建的核酸检测实验室大
概可以检测500例样本。如果全天
候工作，每天可检测1000例样本。

中方援助的核酸检测实验室预
计下周完成初测并投入使用，这将
对伊拉克卫生部扩大检测人群、弥
补检测漏洞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新华社）

▲3月16日，在巴格达海法巴勒斯坦社区活动中心，中国红十字会赴伊
拉克志愿专家团队在传授疫情防控知识 （新华社）

“中国真棒！”
——中国红十字会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工作观察

■ 宗合

截至3月18日18时，意大利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 35713 例，较
上一日增加4207例，新增死亡病例
475例，累计死亡2978例。

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
组正在紧锣密鼓地协助当地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下是新华
社记者根据中国专家组成员杨汇
川讲述整理的日记。

3月14日 星期六 罗马天气晴

今天是我们抵达意大利后的
第二个工作日。这两天的工作安
排都非常满。每天早上 7 点，我们
要先召开一个内部会议，8 点准时
从酒店出发，开始一天的工作。

意大利人民对我们非常友好。
从下飞机、出海关，到抵达酒店，所
有人对我们就像迎接贵宾，还有警
察朝我们挥手大喊：“中国真棒！”这
种热情超出我的想象。从机场仓库
取到医疗物资后，两个意大利工作
人员说，中国专家和物资到了，到哪
儿都是一路“绿灯”。

今天早上，在酒店附近碰到两
个饭馆老板，看到我们穿着红十字
会的衣服，就主动上来打招呼。他
们说现在饭馆暂停营业，如果我们
有需要，他们可以随时来帮忙。

当天，我们实地考察了两家医
院。我们了解到意大利的医疗资源
缺口、治疗方案和药品使用等情况。
意大利同行表示非常感谢我们的到
来，也非常希望我们分享抗疫经验。

同时，我们也向他们提出了一些
建议，建议意方充分利用开放空间，集
中收治病人，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对
于这些建议，意方表示尊重和认可。

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
一行九人，包括疾病预控、呼吸科和
ICU等领域的专家，他们在如何救
治病人方面很有经验。

罗马平日里的繁华区域，现在
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车也非常少。
傍晚 7 点钟回到酒店，简单吃了些
东西后，我们又要召开内部会议，交
流这一天的考察心得，探讨接下来
的工作重点。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出差。从接
到任务到坐上飞机离开祖国，前后
不到一天时间。病毒无国界。意大
利疫情形势严峻，我们肩负着重要

使命，刻不容缓。
困难时刻，意方非常希望借助

我们的经验和技术，挽救更多生命。
正如昨天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在
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意大利并不孤
单，最重要的是关心彼此，团结互
助，一定可以战胜疫情。

罗马街头响起中国国歌

当地时间 3月 14日，在意大利
罗马 A 线地铁站 Re di Roma 附近
小区，意大利民众奏响中国国歌，并
高喊“谢谢中国”！周围居民纷纷鼓
掌致意，场面使人动容。

为感谢中国援助意大利，意大
利那不勒斯女孩奥罗（Aurora）画了
一幅画，“献给医生护士以及那些从
中国来帮助我们的人，希望战斗在
第一线的他们能够看到”。

据新华社记者观察，意大利实
施全国“封城”措施多日，气氛日趋
紧张。不过，一些细节体现了“意式
乐观”。记者在意大利媒体和社交
媒体上看到，一些意大利民众走到
阳台或倚靠在窗前，演奏乐器或合
唱歌曲，用“阳台演唱会”来表达战
胜疫情的决心。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这一
快闪活动由意大利一个街头乐队于
13日发起，呼吁意大利人当天傍晚
6时到阳台演奏乐器、唱歌，为所在
城市加油鼓劲。超过 2.3万人在社
交媒体“脸书”活动页面注册参与。

（来源：新华社 、央视新闻 、
iredcross公众号）

▲女孩奥罗（Aurora）画的漫画

夜走火神山
■ 记者 杨振宇

3 月 3 日 19 时，中国红十字会
救护转运车队驻地灯火通明，队员
们紧急集合。等待他们的，是一场
艰巨的新冠肺炎患者大规模转运任
务。

当晚，武汉市第五医院集中向
火神山医院转运 199名新冠肺炎患
者。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出
动10个车组，参与此次任务。

房间内，队员们迅速整理着个
人防护用品，微信群里不断收到各
种指令和叮嘱，对讲机的通话声此
起彼伏。楼下，救护车蓝灯闪烁，引
擎轰鸣，喷着雾气，犹如一排整装待
发的铁血战士。

此前，我曾对照视频学习过防
护用品的穿戴流程，自认为熟悉相
关操作，然而到了实战这一刻，才发
现自己依旧手忙脚乱，不得要领。

上海队的救护车驾驶员阮盛看
到我的窘状，耐心地指导我，“第一
层手套要把衣服袖子包住”“第二层
手套要把防护服袖口包住”“N95口
罩戴好后一定要测试气密性”。

内蒙古队副队长陈丽华用棉球
给我的眼镜片涂上了洗洁精，“这样
就不会起雾了”。随后，她用胶带帮
我把靴套和戴在最外面的一次性口
罩仔仔细细地粘好，不留一丝缝隙。

34岁的阮盛长着一张娃娃脸，
他是队伍里的“开心果”，三五句话
就会抖个包袱，深得大家喜爱。出
发前，“段子手”阮盛为我们的手机
缠上了保鲜膜，他的这一创意已在
队伍中广为流传，既隔离了病毒，又
能防止消毒液损伤手机。

19时30分，转运车队启程。
随车医护人员是内蒙古队的王

晓虹。
20分钟后，转运车队抵达武汉

市第五医院。
救护车内，到处都是 84消毒液

留下的白色痕迹，刺鼻的味道飘进
鼻腔，却让人感觉格外安心。

在医院工作人员指引下，救护
车依次驶向住院区。王晓虹立即下
车，打开负压救护车后门，拎起患者
们大大小小的包裹，帮助她们有序
上车。

原本空荡荡的救护车内，坐上
了 6 名女性患者，车厢内放满了她
们的随身物品。

车门关闭，爱说爱笑的阮盛此
时全神贯注地驾驶救护车，一路开
往火神山。

车厢内几名患者纷纷说起自己
患病和治疗的经历，精神状态都很
好。

王晓虹说：“看到她们的状态，
我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20时50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
转运车队抵达火神山医院，在门口
逐一登记后，陆续开进院内。

夜幕下，火神山医院像一道坚
实厚重的长城。城内，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已经持续月余。

救护车依次进入洗消点。这是
一处类似自动化洗车房的装置，车
辆驶入后，强劲有力的消毒液从前
至后扫遍整个车身。1 分钟后，我
们驶向住院区。

道路有些泥泞，路两侧摆放着
近百个黄色的医疗废物垃圾桶。一
名防护服上写着“卢金”的工作人员
迎上前来，阮盛冲着他打了几个手
势，卢金示意我们向前开，救护车停
住，车厢内的5名患者纷纷下车，走
向病房。

“你的手势是什么意思？”我忍
不住问阮盛。

“我告诉他，车上共有 6 名患
者，全是女性，要去感染四科二病
区。”

此时，那位 54岁的大姐还在车
上。阮盛向卢金指了指车厢，用手
势告诉卢金：“这名患者去感染六科
一病区。”

卢金右手食指向下画了个圈，
指了指自己。“他让我们掉头，跟着
他走。”阮盛对我说。

救护车掉头，卢金跑在前面，身
姿矫健。阮盛说：“一看就是军人。”

车停在感染六科一病区外。大
姐欢欢喜喜地下了车，他的丈夫正
在病房内等着她。

21时31分，送走最后一名患者
后，王晓虹回到救护车车厢，因为和
患者在密闭空间内长时间接触，她
不能再进入驾驶室。此时，我们后
面还有5辆救护车正在和火神山医

院的工作人员交接患者。
东风大道两侧的高楼上，打出

“武汉必胜，中国必胜”的灯光巨幅
字幕，震撼人心。阮盛说：“每次看
见这一幕，我心中都有一种酸楚和
感动。一个有着千余万人口，号称
九省通衢的特大城市，变得寂静空
旷，冷冷清清，仿佛睡着了一样。同
时我也感到了国家的强大，有我们
伟大的祖国做坚强后盾，武汉必胜，
湖北必胜！”

21 时 54 分，我们回到第五医
院，准备第二次转运任务。穿着防
护服不到 3 个小时的我，已经感觉
天旋地转。武汉的夜晚寒气袭人，
刚刚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冷冰冰地贴
在身上，幸好护目镜和眼镜经过处
理，镜片尚未起雾。迈出车门，护目
镜边缘的水汽凝结，冰凉的水滴滑
到脸上，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手上戴的双层手套像一副刑
具，从登上救护车到现在，10 个手
指从疼痛到酸胀最终麻木，指尖冰
凉，针扎一样疼。

我问王晓虹：“累不累？”
“还好，习惯了。”这位 38 岁的

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笑着说，“只要
穿上这身装备面对患者，我就觉得
浑身是劲。不过完成一天的任务，
这股劲一泄，瞬间感觉浑身难受，觉
得好累好累啊……”

22 时 23 分，转运任务圆满结
束。在各方通力合作下，199 名患
者全部转运至火神山医院。

我穿着防护服，深一脚浅一脚
地走到指定区域，按照一位转运队
员的提示，小心翼翼地取下护目镜，
放入消毒液中，然后摘掉最外层的
一次性口罩，从内向外脱下防护服
和靴套，随后进入另一个房间，摘下
帽子、N95口罩和最内层的手套，整
个流程需要洗4次手。

走出房间，我用力吸了一口凉
爽的空气，沁人心脾。

回到驻地，我仔仔细细地洗了
个澡，总担心新冠病毒会“跟”着我
一起回来。躺在床上时，已近凌晨
两点。

这个晚上我所经历的这一切，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的 65
名队员每天都在经历着。

安徽省红十字会选派
两名专家增援伊朗
本报讯 （皖红）安徽省红十字

会 3月 14日凌晨消息，安徽省红十
字会接到中国红十字会通知：根据
前方工作需要，增派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两人参加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朗志愿
专家团队。

接到通知后，安徽省红十字会
立即与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取得联
系，随后选派呼吸科医生王东升、检
验科医生李明两人，其中王东升正
在武汉一线参加抗疫医疗工作。

此前，中国红十字会已经组建
了志愿专家团队，已于 2月 29日前
往伊朗。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
究的托珠单抗免疫疗法正式纳入了
国家第 7 版治疗方案，而且已经在
武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红十
字会决定由安徽增派人员加强伊朗
志愿团队。

当日上午 10时，王东升从武汉
出发乘高铁前往广州；下午 2时，李
明从合肥乘飞机赴广州。两人将于
下午在广州汇合后，于当晚一同乘
坐飞机前往德黑兰。

江苏省75名康复者
捐献恢复期血浆
本报讯 （丁玉琴）截至 3月 13

日，江苏确诊 631 位新冠肺炎患者
全部出院。出院后，康复者纷纷
表示只要健康许可愿意捐献血
浆。

2 月 16 日，连云港市首位新冠
肺炎康复者刘先生成功捐献 200
毫升血浆；3月 5日，刘先生再次来
到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第二次捐献
恢复期血浆。

截至 3月 13日，全省 13个设区
市均开展了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捐
献工作，完成捐献 75例，近 5000毫
升血浆已送往湖北黄石救治重症
患者。

（上接一版）
刘轶是上海市急救中心资深驾

驶员，曾参与抗震救灾、H7N9禽流
感病患转运，在赴汉之前，已经在上
海执行了为期两周多的新冠肺炎患
者转运任务。因为经验丰富，他被
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上海队队长。

抵达武汉后，接到负压救护车
的第一件事，他就按照操作规程，对
救护车进行消毒，并将其划分出清
洁区、半污染区和重污染区。

“驾驶舱是清洁区，车外是半污
染区，医疗舱是重污染区。接触患
者后，就不能再进入清洁区。”刘轶
为队员划下“红线”。

真正忙碌起来，他才发现，这种
划分根本不现实。“上海主要是轻症
患者，而且病例少，医务人员多，可
以这么操作。但到了武汉，很多都
是危重症患者，连路都走不了，只能
用担架抬。这时候，仅靠内蒙古的
队友肯定不行，我们必须下车，不然
有违我们的职业道德。”刘轶说。

这也是队员们的普遍感受。陆
志刚清楚记得，第一次和搭档李维
娜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执行院内转
运任务，由于规定限制，作为司机的
他不能下车接触患者，只能眼睁睁
看着队友一遍遍推着担架，往返于
救护车和住院楼之间，疲惫不堪。

“当天一共转运了 60 多名患
者，其中包括 10 多名危重症患者，
回到驻地感觉快要休克，陆师傅特
别歉疚。”李维娜回忆，第二天再出
车，一到目的地，陆志刚就一把推开
车门跳下来，成了推担架的“主力”。

“我相信我的队员，如果他们觉
得需要下车，肯定有必须下车的理
由。”根据队员反馈，刘轶很快划掉
了这道“红线”，新增了一条规定：所
有车组出车，都要随车携带一个酒
精喷壶，用于接触患者后的人员及
车辆消杀。

“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唯
独有一点，防护只能加强，不能简
化。”刘轶说。

“每次我们去接车，不是看到刘
队在推车（担架车），就是在消车（消
杀救护车）。”李维娜说，对于她们来
说，经验丰富的上海队员，“不仅是
师傅，也是师父”。

有时候，转运任务不是特别繁

重，护士们就会叮嘱同车驾驶员“不
用下车”，毕竟减少一次接触，就减
小一份被感染的风险。但大家总是
答应得好好的，等到担架抬出来、轮
椅推出来，他们又坐不住了。用刘
轶的话说，“哪能女同志推担架，男
同志在旁边看着？”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火神
山送病人，当时刚下完雨，路上全是
泥，又是晚上，担架车一直在打滑，
薛师傅（薛凯华）就在前边拉着担架
车，特别艰难地把患者送到了病房，
当时感觉他好高大。”李维娜说，这
次来到武汉参与转运任务，大大刷
新了她对上海男人的认知，“特别有
担当”。

被刷新的不只是认知，还有源
源不断的感动。

陈辰记得，有一次去光谷院区
执行转运任务，有一名坐着轮椅的
患者，做完 CT 出来后，看了看天，
回头央请她：“我有一个多月没晒过
太阳了，让我看一看吧！”

“没想到最普通的阳光，对患者
来说都是一种奢望。”当天，陈辰陪
着那位患者，晒了很久的太阳。

还有一次，陈丽华送一位老年
痴呆患者前往火神山医院。前去寻
找医务人员办交接时，那位患者一
直想握住她的手：“不要把我丢下，
不要把我丢下。”

“当时那种感觉，真的好像我们
就是她唯一的亲人。”陈丽华说。

李维娜也有自己的独特记忆。
那晚，她送五名患者去火神山。上
了车后，一名和她差不多大的女性
患者一直在默默流泪，带动其余患
者也痛哭不止。李维娜陪她聊天，
得知，因为疫情，全家只剩下她一个
人了。

“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
她。等到下车时，她却安慰我说，

‘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武汉，千万
要保护好自己，你们就是我的亲
人’。”李维娜说，那一刻，自己心中
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的心
里已经很苦了，却还想着安慰我”。

刘轶说，像这样的事，他们在武
汉遇到了太多。等到回家以后，他
想把这些故事讲给女儿听。“她们能
够知道这些事，了解这些事，也是一
种成长，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历经磨
难后，留下的宝贵财富。”他说。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