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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十日记
——安徽省红十字会参与武汉疫情防控工作侧记

■ 皖红

3月3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七版）》，“托珠单抗免疫治疗”的
安徽方案被纳入诊疗方案。截至 3
月 4 日 21 时，武汉市已有 251 例患
者使用了托珠单抗治疗，未发生明
显不良反应，部分重症病例病情出
现好转，初步效果已经显现。安徽
省专家医疗工作组运用安徽智慧取
得阶段性成果，为武汉抗疫贡献了
安徽力量。

火速集结，四小时完成组队

2 月 24 日，13 时 50 分，安徽省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
青接到中国红十字会陈竺会长关
于组队赴武汉参加抗疫工作的要
求。14 时 20 分，省红十字会召开
党组会议，研究确定工作组成员，
明确党组成员、秘书长曹芦松为领
队。18时，中国科大附一院确定医
疗专家名单。短短 4 个小时，工作
组迅速完成组队。当晚，中国科大
连夜召开党委会议，确定中国科大
附一院党委书记刘同柱、中国科大
生医部副书记魏海明教授加入工
作组。25 日 7∶00，工作组一行 7
人，在中科大附一院准时集结，赶
赴武汉。

迅速推进，三天在武汉全面使用

2 月 25 日中午，工作组抵达武
汉市，迅速与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
组取得联系，汇报了中国红十字会

及安徽省红十字会参与本次工作
相关情况，并介绍了“托珠单抗”方
案的相关机理以及在安徽省运用
情况。当晚，医疗救治组召开全市
新冠肺炎重点医疗机构工作会议，
对使用托珠单抗参与重症新冠肺
炎病人救治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将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单位筹措的 1
万支托珠单抗连夜配送至各家医
院。

26日起，由安徽省红十字会党
组成员、秘书长曹芦松，中国科大附
一院刘同柱、中国科大魏海明等带
队，兵分四路赶赴雷神山医院、火神
山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等14家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进行对
接。现场讲解了新型冠状病毒免疫
损伤机理及干预策略，介绍托珠单
抗临床使用方法，与一线医务人员
进行交流，解答相关问题。工作组
耐心细致的服务得到了各家医院的
配合和支持，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
和西院郜勇副院长在院工作群中
说：“希望托珠单抗能给更多重症患
者带来帮助。”

27日，工作组一行与病理学专
家、中国科学院卞修武院士，就新冠
肺炎病理研究情况和托珠单抗免疫
疗法的机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
讨。托珠单抗治疗新冠肺炎“安徽
方案”的机制和原理从病理学方面
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和印证。当日，
中央指导组救治组印发了《关于印
发托珠单抗临床应用流程的通知》，
并再次召开 14 家重点医疗机构负
责人会议，对托珠单抗临床应用进

行再部署。至此，“安徽方案”在武
汉市医疗机构中全面使用。

跟踪服务，实现两个满意

武汉市共有 14 家收治重症新
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全国有 200 多
支医疗队，超过 3 万名医护人员支
援武汉。仅一个雷神山医院，就有
20多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大
家都在集中精力开展病人救治工
作，要将所有队伍召集在一起进行
集中培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刘同柱表示，“一次不行就去两
次，两次不行就去三次，根据每家医
院的需求，随叫随到，确保培训方案
到达率”。同时，为了补充力量，又
从援鄂医疗轮休的队员中抽调4位
临床医生加入工作组。短短3天时
间，工作组就完成了全部医院的培
训任务。

为了确保用药安全和效果，尽
最大可能服务患者，工作组编写了

《托珠单抗不良反应处理预案》，并
安排工作人员分组对接、服务各家
医疗机构和患者，建立了工作通报
制度，设计了工作汇总表格，以便及
时掌握药品使用情况及患者病情变
化。

28日，一篇“战地日记”在江苏
省医疗队微信群中传开，“战地日
记”写道，“26日，16床依然发热，双
肺 CT 有进展，可以考虑给他使用
托珠单抗；28日，昨天下午 16床使
用托珠单抗后，今早体温正常”。武
汉市第一医院一位发热 20 余天的
重症病人经托珠单抗治疗后，体温

从 39.5下降至 37.3摄氏度，血氧饱
和度也有上升。患者王某庆惊喜地
说：“高烧20多天不退，没想到这一
下子就退烧了。”他还非常高兴地和
医护人员合影纪念。

群策群力，安徽智慧贡献成果

工作组在武汉期间，每天晚上
八点召开视频会议，汇总当天用药
及治疗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
在问题，讨论处置方法，集中大家智
慧，不断完善治疗方案。

29日，魏海明参加钟南山院士
主持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
案》的修订专家组讨论会，中科大附
一院提交的免疫治疗方案获得通
过。

3月3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七版）》，“托珠单抗免疫治疗”的

“安徽方案”被纳入诊疗方案。3月
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
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七版）》视频培训会，中国科
大附一院徐晓玲教授介绍了新冠肺
炎的免疫变化特征研究情况以及

“托珠单抗+常规治疗”免疫治疗方
案的临床应用情况，分享了一位采
用该方案治疗的 88 岁新冠肺炎危
重型患者的治愈经验。

目前，刘同柱带领 4 名临床医
疗专家和安徽医疗队，仍在武汉继
续为各家医疗机构开展托珠单抗临
床应用提供指导，为在院治疗的重
症病人提供服务。

欣佳快捷酒店救援
3 月 7 日晚 19 时许，福建省

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欣佳快捷酒
店突然发生坍塌事故。福建省泉
州市鲤城区欣佳酒店楼体坍塌事
故新闻发布会披露，经初步摸排，
事发时大楼内受困人员71人（不
含自行逃生9人）。福建省、市、
区各级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全力搜
救。

泉州市红十字迅捷应急救援
队主动请战，在福建省红十字会
和泉州市红十字会指导下，迅速
派出 40 余名队员，做好全面防
护，携带救援装备赶往现场。福
建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林圣魁带领工作组赶赴现
场，详细了解并指导红十字救援
队全力配合政府科学有序开展救
援工作。

泉州市红十字迅捷救援队与

现场消防指挥员对接后，立即按照
指示全力开展救援行动，主要提供
应急照明服务，配合消防队伍开展
切割、电焊、搭建临时安置帐篷、应
急救护等工作。

泉州市红十字迅捷应急救援队
此次共出动1辆综合抢险车、1辆应
急通讯车、2 辆装备运输车、4 辆运
输车，携带应急照明设备5台、气割
装备 3 套、脊柱固定板和头部固定
器3套、救护箱6套、千斤顶8台、工
兵铲12把、无人机2部等装备。红
十字迅捷救援队永春大队 10 名救
援骨干、福州大队15名救援骨干也
紧急赶往救援现场，彻夜参与救援
行动，协助打通救援通道。截至 3
月 9 日 14 时，已救出 50 人（其中11
人死亡，39人送医治疗），正在搜救
的还有21人。

（闽红）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送97岁新冠肺炎康复者回家
本报讯 (记者 杨振宇) 2 月

29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西院一位 97 岁的新冠肺炎危
重症患者治愈出院，该患者是协和
西院目前成功治愈的最高龄新冠肺
炎患者。该患者出院后，由中国红
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将其送至家中
进行隔离观察。

当日上午，97岁的付奶奶坐在
轮椅上，由协和西院的医护人员推
出医院。早已等候在此的中国红十
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吉林队队员皮壮
快步上前，慢慢将付奶奶搀扶到救
护车前，小心翼翼地将她抱上负压
救护车，并为老人仔细系好安全带。

付奶奶精神饱满，双手合十，向
医护人员连连致谢。她说：“我这么
一把年纪都能战胜病毒，相信其他
患者也一定可以！”

当天，吉林队接到协和西院的
转运通知后，立即开始相关准备。
考虑到付奶奶年事已高，队长贾冶
和队员们讨论了转运中可能出现的
情况并做好了应急预案。

负责此次转运任务的两位红十
字志愿者分别是来自吉林大学白求
恩第一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皮壮和驾
驶员张哲，二人商定，转运途中一定
要慢，要稳。“因为是出院患者，我们
不抢时间，一定要将她平稳送到

家。”皮壮说。
1 月 29 日，家住武汉市江汉区

的付奶奶因持续高热、咳嗽被送到
协和西院进行治疗，经检查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入院后，协和西院给
予老人抗病毒、抗感染、提高免疫
力、抗肺纤维化及营养支持等对症
支持治疗。5 天后，老人体温恢复
正常。但由于老人年龄大，治疗过
程一波三折。除了新冠肺炎，消化
道出血、右侧腓肠肌静脉丛血栓、心
功能不全、营养不良等并发症给治
疗增添了难度。

治疗期间，医护人员每天密切
观察付奶奶的病情变化，根据病情
为她制定个体化、综合化的治疗方
案。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和护
理，付奶奶恢复得很好，各项指标都
慢慢地回升，体温趋于稳定，精神状
况、饮食都好转了很多。基于上述
情况，医院决定让她出院回家。

协和西院到付奶奶的小区有
20 余公里，一路上，皮壮坐在付奶
奶对面，时刻关注老人的状况。他
说：“此前我们转运的绝大部分是重
症患者，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转运出
院患者，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种
鼓励。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
员，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杭州红十字会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青海红十字医院医护人员和中国红十字会

救护转运车队队员受到表彰
本报讯 （洪轩）3月 4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表彰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
定》，授予李志会（杭州红十字会医
院副主任医师）、郑建娣（杭州红十
字会医院主管护师）、张利琼（武汉
市红十字会医院主管护师）、王学军
（青海红十字医院主任医师，中国红
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队员）、白焕强
（青海省中医院副主任医师，中国红
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队员）等同志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追授肖俊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主治医师）等
同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获奖
个人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
遇。

《关于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指出，当前，疫情
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各级卫生健
康部门和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要进
一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服
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部署，以受
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见贤思
齐，勇挑重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
两个关键，继续做好守护人民健康
的忠诚卫士，扎实细致开展工作。
各地要切实落实中央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面落实
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
措施的通知》精神，把党中央的关怀
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位奋战在一线的
卫生健康工作者，激励他们始终保
持强大的战斗力、昂扬的斗志和旺
盛的精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希望受表
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再立新功。

（上接一版）
38 岁的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王晓虹说：“只要穿上这身装备，面
对患者，我就觉得浑身是劲，身体上
的不适就被忽略了。”

工作中，这个话不多的姑娘时
刻冲锋在前。一次，一名队员身体
不适，王晓虹说：“你的出车任务我
去！”

“2003 年非典我没机会去，心
里很遗憾，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来，我
不想再错过！”庞斯琴的话令人动
容。

电话中，3岁的儿子问：“妈妈，
我想你了，你在哪儿呢？ ”

“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和叔叔阿
姨们杀病毒。”

“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杀病
毒”。

“宝宝太小了，杀病毒的任务就
交给妈妈吧，等妈妈把病毒打败了，
就回去陪你。”

“好的，那你快点，我在家等
你！”

温暖与感动，升华为力量与希
望。81 岁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拉
着王锦的手，不住地说着感谢。

王锦曾连续参与转运任务近 7
个小时，到最后“饿得心慌”。但是
稍作休息之后，立刻又“满血复活”。

出发前，王锦告诉 6 岁的儿子
“妈妈要去‘打病毒’了。”

如今，儿子每天给妈妈画画、唱
歌。在电话里，他不停地问：“妈妈，
病毒被打败了吗？你什么时候回
来？”

“快了，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

“姑娘，你是武汉人民的英雄”

29岁的田丹丹为了此次任务，
推迟了婚礼。在队友们眼中，这个
身体瘦弱的小姑娘能力很强，没有
她完不成的任务。

在转运一位 80岁的老奶奶时，
田丹丹主动搀扶并帮忙搬东西，老
人神情焦虑。一路上，田丹丹不断
地耐心开导老人。下车后，患者们
说：“姑娘，你是我们的英雄，大老远
地来帮助我们，你们辛苦了。”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护理骨
干，我一定要到疫情防控第一线，保
证不辱使命，完成任务！”这是乌兰
图雅的出征宣言。

多次参与转运任务后，乌兰图
雅仍反复练习穿脱防护服，她说：

“脱防护服的时候站不稳，得多多练
习。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大家，更是
不给国家添乱！”如今，她和队友们
都练就了“金鸡独立”的功夫。

今年春天，武汉的雨水似乎格
外多，这给转运队员们带来很大困
扰。大雨中，乌兰图雅的护目镜上
全是水滴，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
雨水流进磨破的靴套，里面的鞋早
已湿透。

患者的感谢，家人的关心，让她
倍感幸福。

2 月 14 日，爱人为千里之外的
乌兰图雅作诗一首，表达对妻子的
思念，对白衣天使的敬重。

2 月 25 日，石文静参与转运了
41名特殊的患者，他们全部是被感
染的医务工作者。

这些特殊患者互相搀扶，慢慢
走出病房，坚持不让转运队员上前
帮助。一名病情较重的患者要从担
架坐到轮椅上，石文静欲上前帮忙，
他却赶紧阻止：“你别过来，跟我保
持距离，以免传染给你。”

那一瞬间，石文静泪水夺眶而
出：“他已经是一位重症患者了，却
依然想着保护别人，这就是医护工
作者的大爱。”

这种大爱一直在传递。石文静
最长连续工作过7个小时，从下午2
点到晚上 9 点，疲惫至极。一位重

症老人上车后感到不适，躺不下，坐
不住，石文静就坐在老人身后，用自
己的身体给老人当靠背。

途中，老人问：“医生，我是不是
很重啊？让您受累了。”

“没关系的，这样您会舒服些。”
老人下车之后，缓缓转过身，伸

出手指，为石文静点了一个大大的
赞：“谢谢你，草原来的姑娘！”

身躯虽柔弱，坚守若磐石。新
冠型肺炎疫情发生后，任丽娟第一
时间写下请战书，不善言辞的她习
惯用行动诠释党员的职责和使命。
她在请战书中写道：“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
希望加入抗疫战斗一线，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请组织考虑我！”

任丽娟是内蒙古队唯一的感染
科医生，对消杀工作非常专业。到
达驻地后，她耐心向队友们传授消
杀技能，并指导大家把宿舍分为污
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

两位队友第一次接到转运任务
时，任丽娟正在洗头，得到消息后，
她来不及擦干头发，急忙赶到出车
点，帮助队友穿好防护服，再三叮嘱
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双温暖的手，蕴含无穷力量。
转运途中，患者没有家人陪伴，难免
紧张。任丽娟握着他们的手耐心开
导：“不要紧张，有我在。”

柔情似水的关怀，抚慰了患者
焦灼不安的心，也给同伴带去温暖
的力量。在队员们心中，陈丽华是
细致贴心的“陈姐”。

没有转运任务时，她会帮队员
们整理装备，用碘伏擦拭护目镜，防
止镜片起雾；她将自己转运经验详
细地告诉新队员；她亲手给队员们
戴上用麝香、阿魏草、红花等9种药
材制成的“抗疫香囊”那格布；无论
多晚回来，队员们都能吃上陈姐准
备的热乎乎的饭菜……

对患者，她同样关怀备至。很
多患者久处病房，阳光对他们来说
已成奢侈品。3月7日，武汉天气晴
好。转运时，几名患者对陈丽华说：

“医生，让我们多在外面待一会吧。”
陈丽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蔚

蓝的天空下，她推着坐在轮椅上的
患者缓步前行，清风徐来，所有人都
看到了希望。

然而，一个月以来，风和日丽的
天气实在太少。在雨中，陈丽华冒
雨趟水，4 个小时转运了 80 名患
者 ；在 25℃的气温里，她穿着厚厚
的防护服连续工作 3 个多小时，闷
热缺氧几乎虚脱。最长的一次，她
连续工作7个小时，转运了100名患
者。

伴随辛苦的，还有危险和感动。
一名 37 岁的偏瘫新冠肺炎患者从
上车就开始呕吐，陈丽华给患者头
部垫上塑料袋，细心地清理呕吐物，
心里默默祈祷：“赶紧到吧，别再让
他这么难受了……”

看见陈丽华防护服上写的“内
蒙古”，患者们不住地说着感谢，感
谢她们从千里之外驰援武汉。陈丽
华说：“全国的医护人员都在帮助武

汉，你们也要好好努力，争取早日战
胜疫情，和家人团聚！”

车厢内，患者们大声说：“好！”

“脸上的伤痕，是你的功勋章”

“救护车，救护车，听到请回
答。”

“救护车听到，请讲。”
“请到E1区楼下接患者一人到

CT室，带轮椅。”
“收到，马上到！”
这是云南队接到转运任务时的

一幕。
柔肩亦担重任，巾帼不让须眉。

云南队的3名女孩都是90后。接到
支援武汉的通知后，三个女孩相约
去剪了短发。原来头发最长的何雪
萍成了最短的一个。长发落地的那
一刻，她终于没忍住，泪水夺眶而
出。

出发前，妈妈前来送她，何雪萍
忍住眼泪，微笑着与妈妈道别。

庞庆丽本与男友约好，等春暖
花开就去拍婚纱照。因为疫情，她
主动报名出征，剪掉了长发。男友
说：“你短发的样子依然很美。”

因为一次转运中的身体不适，
让庞庆丽成了队员们的重点照顾对
象，这让她深感惭愧：“感觉自己给
大家添麻烦了。”

第二天，她婉拒了队友的替班
建议，坚持参加任务：“我想特别完
美地出一趟车，证明我完全好了。”
当天，她和队友一起转运了 170 余
名新冠肺炎患者，出色完成任务。

每天戴着护目镜和口罩工作，
给爱美的姑娘们留下了无法掩饰的
战斗痕迹。完成任务后，刘梦迪和
家人视频聊天时，没敢让父母看到
鼻梁上的伤痕。爸爸觉察出异样，
一直追问，看了女儿的脸之后，沉默
许久，说：“挺好，功勋章一样。”

很多队员都有这样的“功勋
章”。

2 月 12 日，内蒙古队的李维娜
第一次参加转运任务便受了伤。穿
好全套防护装备，登上救护车的那
一刻，她说：“觉得自己真的到了武
汉，是一名真正的逆行者了。”

3个多小时后，转运任务结束。
摘下口罩，她的鼻梁已被磨破，“穿
着厚厚的防护装备很不舒服，在救
护车里把空调开到最大也感觉不到
凉风，呼吸也很费力。最难受的是
耳朵疼、鼻梁疼、脸上也疼，而且明
知不舒服还不能乱动，深切体会到
了那些在重症监护室工作的医务人
员是多么不易！”

一位患者下车时向队员们竖起
大拇指：“遇到你们真好，谢谢红十
字会转运队！”

击鼓催征紧，荆楚战未休。当
前，疫情防控正在紧要关头，任务依
然艰巨繁重，巾帼英雄们继续坚守
在战“疫”一线。

3月的武汉，樱花已初绽枝头，
恰似那一张张最美的笑脸。春暖花
开指日可待，巾帼之花也必将在战

“疫”征程中绽放得更加绚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