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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一分钟，患者就多一分希望”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内蒙古队驾驶员群像

■ 记者 杨振宇

3 月 18 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
转运车队内蒙古队5名救护车驾驶
员已在武汉奋战38天。此刻，江城
已经春暖花开，胜利的味道弥漫在
空气中。

一个多月以来，他们与协和医
院医护人员结组，奔波于协和医院
本部、协和医院西院区、协和肿瘤医
院以及武展方舱医院之间，共出车
233次，转运患者630名。

车轮滚滚，蓝灯闪烁，转运中有
泪水，有欢笑；有伤感，有喜悦；有紧
张艰辛与疲惫，也有勇往直前的无
畏。

侯磊：“我们离胜利已经不远
了。”

没有转运任务时，侯磊在房间
会把电视打开，“不一定要看，但是
得有个动静，不然太沉闷了”。

1990年出生的侯磊是5名驾驶
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侯磊爱好户
外运动，可是在武汉，他不是在救护
车上，就是在驻地待命。仅有的两次
户外活动，也只是围着驻地宾馆转了
一圈。“太远的地方不敢去，一旦有紧
急任务，我得赶紧回来备班。”

2 月 11 日晚，侯磊来到武汉协
和医院，仔细熟悉了一下院内环境，
次日他将开始在武汉的首次新冠肺
炎患者转运任务。

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上护目
镜，听力、视力立刻下降，坐在驾驶
室里的侯磊，感觉“和平时开车完全
不一样了”。他说：“以前看后视镜
就是轻微扭头或者眼角余光一扫的
事，但现在得整个上半身转过去才
能看见。”

最怕的是下雨天，涂抹了碘伏
的护目镜在一两个小时以后仍会起
雾。侯磊曾连续工作五个多小时，
到后来眼前一片模糊，护目镜上的
水滴不断滑落在脸上，又凉又痒，他
只能忍着种种不适专注驾驶。

做好防护工作，平稳驾驶，是侯
磊时刻提醒自己的两件事。重症或
危重症患者需要躺在担架上，一个
急刹车，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五个多小时后，侯磊终于可以
脱下防护装备，由于长时间的憋闷
缺氧，他感觉自己出现了高原反应
的症状，太阳穴疼痛难忍。

除了辛苦，侯磊收获更多的是
温暖与感动。

一次去武展方舱接患者，侯磊
下车等待。一位身穿防护服的医护
人员走上前，看了看他防护服上写
的“内蒙古”，问道：“老乡，你是内蒙
古哪里的？”

侯磊看见对方的防护服上写着
一个大大的“蒙H”（锡林郭勒盟车牌
字母代号），笑着回答：“我是蒙A。”

简短的嘱咐之后，两人分别上
车出发。

第一次来到协和医院时，侯磊
看见发热门诊前近 20 名患者在排
队等候。如今，发热门诊前已看不
到等候的患者。

方舱医院为每位患者发放了一
个塑料储物箱，患者出院后要交回。
连日来，侯磊看见方舱医院门口的
储物箱越摞越高。

3 月 10 日，内蒙古队来到武汉
整整一个月。当天下午，随着武昌
方舱49名患者的出院，武汉市全部
16家方舱医院皆告休舱。侯磊说：

“我特别高兴，我们离胜利已经不远
了！”

作为救护车驾驶员，推担架、帮
患者拿东西并不是侯磊的职责，但
每当看到医护人员忙不过来、患者
自己又不方便时，他总会上前帮忙。

看看声名远播的黄鹤楼，是侯
磊一直以来的梦想。一次夜里出
车，同车的协和医院医护人员忽然
对他说：“刚才咱们左转弯的时候，
右侧就是黄鹤楼。”

侯磊赶紧从后视镜望去，但是
看了半天也没看着，这是他和黄鹤
楼离得最近的一次。“虽然没看着，
但是印象特别深，以后肯定还会再
来看看。”

这是侯磊从小到大离家最长的
一次。临行前，妈妈的泪水一直在
眼眶里打转。刚到武汉的那几天，
每次和家人视频时，妈妈总会转过
身，悄悄拭去泪水。

“现在好了，我们每次视频都很
轻松。”侯磊说，“回去之后，我要陪
妈妈和媳妇逛逛街，然后再吃一顿
涮羊肉！”

秦瑞文：“武汉是我的第二个
‘军营’。”

2 月 10 日，坐在驶往武汉的高

铁上，51岁的秦瑞文回想起自己参
军时那个遥远的下午。

当时，秦瑞文刚满 18岁。他攥
着一张硬座火车票，奔向朝思暮想
的军营。火车从呼和浩特出发，穿
越大草原，跨过大兴安岭，两天两夜
之后，抵达位于东北平原的吉林白
城。

时光如车窗外的风景般飞驰而
过，当年的小伙如今已经年过半百，
但18岁时的热血从未冷却。

“驰援武汉，是我第二次参军，
第二次上战场！”秦瑞文说。

在武汉，这位“老兵”的第一次
转运任务长达 6 个小时，期间转运
了17名患者。转运时，医护人员吃
力地试图将一名躺在担架上的患者
推上车。秦瑞文立即跳下车帮忙，
双手抓住担架一用力，腰部“咯嘣”
一声，钻心的疼。

疼痛伴随他十几天之后，终于
逐渐缓解。2017年，秦瑞文做过腰
间盘手术，此后一直不能提重物。

结束消杀，回到驻地，已是次日
凌晨2点30分。秦瑞文拿起手机一
看，上面有一长串女儿打来的未接
来电，半小时一个。

女儿是一名教师，白天还要工
作，秦瑞文又生气又心疼，他给女儿
回拨了过去。

“你干什么呢？3 点了还不睡
觉，明天不是还要给学生上网课
吗？”

“您一直不接电话，我以为出什
么事情了……”电话另一端，女儿松
了一口气。

“我能有什么事，我去工作了，
你还陪着不睡觉。”秦瑞文有些内
疚。

“每个队员都是这样，付出的不
仅仅是我们个人。”秦瑞文说：“一个
人冲在前线，一家人在默默地牵挂
支持我们，我们必须把工作干好。”

几名驾驶员每天会在微信群里
汇报当天的工作：“我今天运了 20
名患者！”“我运了25名！”

秦瑞文说：“我的这几位小兄弟
都很棒，他们个个都很伟大。”

“工作22年来，我见惯了生死，
也更明白‘时间就是生命’的意义，
有的时候早一秒，对患者来说就多
了一分生的希望。所以我们的每一
分、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相争。”秦瑞
文说。

穿着防护服开车，各种动作都
会受到限制，上下车、开关门、换挡、
踩刹车等动作要处处小心。遇到雨
雪天气时，不仅护目镜会起雾，挡风
玻璃上也全是水痕，他只能变换各
种角度，侧着脸或昂着头，从护目镜
的边缘查看路况。

“看到一个个患者从重症转为
轻症，再到康复出院，我觉得再辛苦
都值得！”秦瑞文说。

3月3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退
役军人事务厅、呼和浩特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相关领导看望慰问了秦瑞
文的家属。

得知此事后，秦瑞文激动地说：
“我退役整整 30 年了，还有人记得
我曾经是个兵，祖国没忘记我们，我
没理由不努力工作。我们一定要把
这场战役打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

这是秦瑞文第一次来武汉，他
说：“以后我还想再来看看，看看武
汉繁华的样子。到那时，我一定会
到协和医院走一走，这是我的第二
个‘军营’，终身难忘。”

李革新：“我快一分钟，患者就
多一分希望。”

李革新的参军路线和秦瑞文正
好相反，当年他从沈阳出发，去内蒙
古当兵，12 年后，他转业到内蒙古
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2 月 16 日，完成 7 个半小时的
转运任务后，李革新费力地摘下三
层橡胶手套，泛白的双手已经浮肿。

这是李革新在武汉参加的第一
次患者转运任务，当天，他出车 4
次，共转运 16 名患者，其中两名是
重症患者。

消杀完毕回到驻地，时间已过
零点。他笑着说：“一开始有点小紧
张，跑上一趟之后就轻松了，心里有
底了。”

身高 1米 9，体重 230斤的李革
新，眼里总是带着笑意，队友们亲切
地称呼他“巨人李哥”。

转运工作中，“巨人”遭遇了队
友们不曾遇到的困难：防护服太瘦，
口罩带太短，手套太紧，靴套太小
……

人高马大的李革新穿不下普通
尺码的防护服，协和医院为他准备
了 3XL的大码防护服，但上身之后
仍显得紧绷，队友们的心也跟着紧
绷起来。

“巨人”的头大，手也大，头戴式
口罩带子太短，李革新只能戴耳带
式口罩，两天下来，耳朵后面就被勒
破了，“一碰就疼”。

橡胶手套戴三层，李革新感觉
双手瞬间就麻木了。他只好时不时
地隔着三层橡胶揉搓活动手指，但
收效甚微。

“巨人”穿46码的鞋，穿一次性
靴套时，稍不小心就会撑破。穿着
厚厚的防护装备，他走路时步子不
敢迈得太大，生怕扯破了防护服。

“李哥很不容易，工作中吃了很
多苦，但他从来不提。”侯磊说：“每
次回来，李哥只吃一份盒饭，他说够
吃，但我觉得肯定不够，因为这段时
间李哥瘦了挺多。”

“有时候太累，反而吃不下去
了。”李革新笑着说：“在这边挺好，

和大家在一起工作每天都挺
开心的。”

也有让李革新担心的
事，女儿今年上初三，马上面
临中考了。“3月中旬学校开
学，媳妇又不会开车，姑娘上
学这事挺闹心的。”

“但是没办法，既然咱来
了，就得把这边的工作干
好。”李革新说。

在一次转运中，一名戴
着呼吸机的重症老年患者情
况危急，李革新迅速启动车
辆，拉响警报，救护车向着协
和医院西院区疾驰。平时半
小时的路程，当天只用了 20
分钟。

“我快一分钟，他就多一
分希望。”李革新说：“那一瞬
间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
义！”

出车途中，李革新和同
车的协和医院医护人员聊起
大草原上的下马酒、献哈达
等风俗。

对方听得很入神，邀请
他等疫情结束后，过来看看
黄鹤楼，看看武大的樱花，看
看千湖之城的风光，“我带你
吃一个星期不重样的早餐”。

“以后真得回来看看。”
李革新说。

霍现宾：“我会牢记自己
的入党誓言。”

“在武汉吃得香睡得着，
没有别的顾虑，就是一心一
意把工作干好。”霍现宾说。

14年前，25岁的霍现宾
奉命远赴非洲西部的利比里
亚参与维和行动。在那里，
他和战友们时刻面对着埃博
拉、鼠疫、霍乱、疟疾等凶险
的瘟疫，出发前，他的手臂上
打了十几种疫苗。

紧张和焦虑始终伴随着
他。最危险的一次，他和 9
名战友被 20 名武装分子包
围，AK47黑洞洞的枪口指着
他们……

数年后，当接到驰援武
汉的光荣任务时，这位入伍
13年，身经百战的老兵已心
静如水。他说：“我会牢记自
己的入党誓言，随时准备为
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在武汉，霍现宾第一次穿上了
防护服，随之而来的缺氧和窒息感，
成了他目前面对的最大敌人：“视线
不好，浑身难受，有时真想一把扯下
口罩，痛痛快快地呼吸，但这绝对是
不可能的。”

第一次出车时，霍现宾从协和
医院将一名重症患者转运至武汉协

和肿瘤医院。快到医院门口时，他
发现昨天还畅通的道路已被封闭，
只能绕行。

此时已是晚上 10 点，视野昏
暗，道路狭窄，救护车无法掉头。霍
现宾心急如焚，他摇下驾驶室车窗，
但透过护目镜仍旧无法看清路况。
随车的医护人员见状立即下车，指
挥倒车。

十分钟后，车辆终于倒出，霍
现宾急出了一身汗。

一次，霍现宾去武昌区，准备
将一名轻症患者转运至方舱医院，
因为收到了错误的地址，他在路上
整整绕了6个多小时。

近日，武汉最高气温均在 20℃
以上，穿着厚厚的防护装备，霍现
宾汗如雨下，衣服湿了又干，干了
又湿。

相比转运工作中的辛苦，霍现
宾更多的记忆是感动。和协和医
院的医护人员聊天时，他无意间说
起想吃大蒜，但周围的超市买不
到。结果第二天，这位医护人员从
家里给他带来了十几头大蒜。

刚到武汉时，霍现宾和队友们
出去买消毒液。一位在社区工作
的女孩告诉他们：“不用买，你们等
着，明天我带过来。”

第二天，这位女孩给队员们带
去 10 瓶酒精消毒液。霍现宾要付
钱给她，但她说什么也不收。

“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感觉
武汉真大，以前没来过这么大的城
市，看着有点眼晕呢。”霍现宾笑着
说：“以后会带着家人和孩子过来
看看，到那时武汉一定更美！”

李云鹏：“驰援武汉，不枉此
生。”

38岁的李云鹏说：“我是军人，
轻易不会流泪。”

3月 8日，7岁的儿子给李云鹏
发来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爸爸
是个大英雄，在武汉抗击疫情真勇
敢，爸爸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
油！希望爸爸平安回来！”

看着这份特殊的礼物，李云鹏
在房间里哭得稀里哗啦。

“我来到这，想给孩子做个榜
样，现在我觉得，能给自己打 60 分
吧！”。李云鹏笑着说。

一旁的侯磊说：“我们都是 100
分！”

近40天里，李云鹏每天都会写
一篇日记。

“2 月 10 日，出征的第一天，心
里很激动。17年前，我参与抗击非
典；17 年后，我踏上驰援武汉的征
程。武汉，我们来了！”

“2 月 11 日，援鄂第二天，我们
再次练习了防护服的穿脱。武汉
下起小雨，房间阴冷，协和医院给
我们送来了电热毯，真是又暖身又
暖心！”

“2 月 14 日，援鄂第四天，我们
和协和医院的5名医护人员结组开
展转运任务。晚上 10 点半回到房
间，第一次感觉到穿脱衣服也会
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战
胜不了的困难！”

带着护目镜，李云鹏看到的只
有“雾天”，但他的心里却时刻阳光
灿烂。

工作中，李云鹏与协和医院的
随车医生辜生威成了无话不谈的
挚友，他说：“我们路上聊聊天，就
忘记了所有疲惫。”

辜大夫告诉他：“你们的支援，
大大缓解了我们的压力，疫情发生
之后我们从没休息过。”

3月3日晚，李云鹏去协和西院
区参与转运任务，一名当地患者向
他询问情况，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李云鹏听不清也听不懂。

他对那位患者说：“我是内蒙
古医疗队队员，我听不懂您说的
话，但我想对您说：祝您早日康复，
早日出院！”

患者楞了一下，大声说：“谢
谢，谢谢你们！”

“我的护目镜起了雾，但在救
护车蓝色灯光的映照下，我能看到
他那真诚、感激的眼神，那是我听
到的最真诚的一声谢谢！”李云鹏
说。

在一次转运中，由于时间过
长，李云鹏出现了血氧饱和度低的
症状，呼吸困难、胸闷气短。

辜大夫见状，让他休息一下，
两人换着开车。

李云鹏咬紧牙关说：“没关系，
你能坚持下来，我也能！”

李云鹏曾转运过 42 名特殊的
患者，他们全是协和医院被感染的
医护人员。那次转运让他记忆犹
新，他说：“他们跟其他病人不一
样，眼神中有一种镇定自信，乐观
无畏，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有朋友问李云鹏：“你去湖北能
发多少钱？”

李云鹏说：“我看重的不是钱，
我希望老了之后，回忆起在武汉的
这段时光，依旧能感到力量和温暖，
那才是不枉此生。”

◀▲左上为侯磊登上负压
救护车，准备转运新患肺炎患者

左下为霍现宾（驾驶员）和
协和医院医护人员在转运患者
途中

上图为内蒙古队五位驾驶员
和内蒙古队部分医护人员合影

（受访者供图）

▲从上至下分别为侯磊、秦瑞文、
李革新、霍现宾和李云鹏

（摄影：付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