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4CHONGQING DAILY

2020年2月 14日 星期五
责编 许阳 美编 李梦妮

□重报集团孝感报道组记者 陈维灯

2月13日，午后斜阳在孝感市区洒下一片
金黄。

孝感市中心医院内、孝感市护士学校宿舍
楼下，已经在重症及危重症病房坚守了14天的
首批重庆市赴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对口支
援队（以下简称“重庆支援队”）的60名医护人
员，收拾好行装，静静等候着。

随着第二批重庆支援队医护人员的到来，
连日奋战的他们终于能有短暂的休息时间。

离开医院之前，他们很想见一见即将接替
自己走进重症和危重症病房的战友。

然而，为了避免人员聚集、交叉感染，保障
医护人员的健康，重庆支援队指挥部没有安排
两批医护人员见面。

“我的身后，有整个民族的强大
力量在支撑”

“很想见一见大家，哪怕是远远地挥一挥
手，但我们知道，不见面才是最安全的。”近半个
月的辛劳，让首批重庆支援队孝感市中心医院
重症组副领队、来自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
李蕊神情略显疲惫。

虽是身心都极为疲惫、虽是短暂休息，但即
将离开奋战多日的工作岗位，李蕊依然有诸多
不舍。“上午巡房的时候，我告诉患者我将离岗
休息，一位将出院的患者顿时哽咽哭泣。”

七尺男儿，哽咽难语却泪流满面。这泪水，
既是知道自己将治愈出院时内心情感的释放，
也是对医护人员连日救治的感激，是与医护人
员行将离别的不舍。

“近半个月的相处，我们在这里不仅救治了
患者，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结下了如亲人般深厚
的情谊。”李蕊告诉记者，来到孝感，是医护人员
的职责所在，但有一件事让她意识到，在这场战

“疫”里，自己并不孤单。
“才到孝感两三天吧，有人端来了很多新鲜

的草莓。”医院门口，李蕊遇见了附近水果店的
一个老板，因为听说重庆支援队的医护人员在
这里，就决定送些水果来。“那一瞬间，让我在孝
感灰蒙蒙的冬天里，看到了一抹鲜艳的色彩。
这让我知道，这是全民的战‘疫’。我的身后，有
整个民族的强大力量在支撑。”

这样的力量，支撑着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
救死扶伤，也支撑着更多的医护人员前赴后继。

“来孝感这么多天，我们在救治流程、制度等
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希望能对
接班的战友有些帮助。”首批重庆支援队重症组临
时党支部书记、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的张雷强调，“接班的医护人员一定要注意自身的
防护，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治病救人。”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接好班，
做好救治工作”

休息，是为了更好地迎接战斗。
而将要迎来战斗的60名医护人员，已在奔

赴战场的路上。
“我们也很想和他们见见面，摸一摸他们

被口罩、护目镜压出印痕的脸庞，给他们一个
拥抱……”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护士长刘文文将进入孝感市中心医院危重症病

房参与护理工作，虽然想念战友，但疫情当前，
她深知接好班、干好工作才是给战友最大的抚
慰，“请战友们好好休息，我们来接班，保证圆满
完成任务。”

“我们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一定能和孝感人
民一起，战胜疫情，然后平安回家。”28岁的金彦
利已在铜梁区人民医院护士岗位上工作了9
年。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想念家人，但更知
职责所在当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的信心，来源于自身出色的工作
能力，也来源于重庆支援队全方位的保障。

“不仅仅是物资方面的保障，也不仅仅是医
疗和护理技术的保障，还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
强化。”重庆支援队进驻孝感市中心医院医疗组
组长、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万东
介绍，接班的60名医护人员不仅经过了严格的
培训和考核，重庆支援队还请心理专家对所有

医护人员进行了心理疏导，“我们有信心、有决
心接好班，做好救治工作。”

“轮休的医护人员不仅要吃好、休息好，还
要对前段时间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和
梳理，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重庆支
援队领队、前方指挥部指挥长、临时党委书记梅
哲介绍，除了到孝感市中心医院接班的60名医
护人员外，重庆支援队还派遣了80名医护人员
分赴云梦、孝昌和大吾参与战“疫”，“无论是到
中心医院，还是前往云梦、孝昌、大吾，所有的医
护人员都要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不仅要取
得战‘疫’的胜利，向孝感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也要确保所有的医护人员平平安安。”

“这是敬业、高水平、受人尊敬的
医护人员”

那么，对于重庆支援队在孝感市中心医院

第一阶段的工作，孝感市中心医院给予了哪些
支持和关爱，又会给予怎样的评价呢？

“我们尽自己所能，解决重庆支援队在孝
感市中心医院遇到的问题，解决他们在孝感工
作、生活的后顾之忧。”孝感市中心医院党委书
记李卫民介绍，孝感市护士学校宿舍楼原本没
有装空调，重庆支援队入住后，医院在每间宿
舍楼装上了空调，“孝感冬天冷，不能让大家冻
着了。”

不仅如此，孝感市中心医院还在每个宿舍里
都配置了油汀，方便重庆支援队的医护人员烘干
衣物；宿舍楼电力供应不足，医院立即上报孝感
市委、市政府，问题在一天内就得到了解决。

在饮食上，孝感市中心医院也是尽量烹饪
适合重庆人口味的饭菜。

“不过，我们要给每个宿舍换床的想法没能
实施。”李卫民告诉记者，宿舍楼原本配置的是
高低床，医院想给重庆支援队换成单人床，不曾
想遭到了60名医护人员的一致拒绝。“他们说：

‘我们是来战斗的，不是来享受的’。”
来战斗的重庆支援队，在孝感市中心医

院近半个月的工作，得到了医院上下的一致
认可。

“这是敬业、高水平、受人尊敬的60名医
护人员。不仅提高了我们医院救治的成功率，
提振了我们所有医护人员和患者的信心，缓解
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而且对我们自身队伍
的成长和提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李卫
民介绍，重庆支援队不仅救治患者，而且还经
常与当地医护人员分享救治的经验和办法，同
时梳理了医院在重症患者救治方面的流程和
制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支援队不仅通
过远程会诊，利用我们医院的ECMO生命支
持设备救治了几名危重症患者，而且无私分享
经验和资料，要为我们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成熟
ECMO团队。”

对于即将投入战斗的60名医护人员，李卫
民表示，“我相信重庆支援队的工作态度和医疗
水平。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平平安安来，安
安心心工作，再平平安安回家。”

“你们好好休息，我们来接班”
重庆赴孝感对口支援队医护人员换防

□本报记者 李珩

“加油！”2月13日11时30分，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楼前，医疗队160人整齐
地站在台阶上，留影、告别，这是他们最为简单
的出征仪式。就在当天中午，他们会奔赴武汉
最前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他们是最可爱的“白衣勇士”，他们背后又
有着怎样的故事？

他以别样方式回家

让蔡佳没想到的是，他这么快就又要上“战
场”了，而这一次的“战场”正是他心心念念的老
家武汉。

短碎发、深色外套，40岁的蔡佳是重医附一
院感染病科副教授，就在前一天，他才解除医学
观察，当天晚上10点半，就接到通知驰援武汉。

“出征武汉，你愿意去吗？”“我愿意。”对话
很简单。

对蔡佳来说，也有一份私心。他是武汉人，
父母就在武汉，他在武汉大学念的书，从本科一
直读到博士，毕业后来到重庆工作。他对记者
说，他有很多同学都上了“战场”，所以他也想尽
一份力。

事实上，蔡佳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1月

23日凌晨1点多，蔡佳在医院发热门诊就接诊
了一名患者，该患者刚从武汉回来，蔡佳立即警
觉起来，将她收治入院。经过核酸检测，该女子
确诊为新冠肺炎，这也是重医附一院接诊的首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按照原计划，蔡佳春节期间会回武汉看父
母，妻子也从韩国飞武汉。因为疫情，蔡佳退掉
了回家的机票，妻子也直接飞回了重庆。

1月23日上午，蔡佳刚回到家，就接到医院
电话让他进隔离病房。“我与首例确诊病例有过
接触，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蔡佳嘴里说得很
轻松。可一进隔离病房就是6天，直到妻子离
开，他俩仅见了一面。

出发前，蔡佳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我回来
了，不过回不了家，你们在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电话那头，父亲的话语里更多的则是担心：“你
一定要做好防护，不要担心我们两个。”

三次请战，她想去最前线战斗

“我是一名有26年党龄的党员，也是一名
转业军人，我必须去！”重医附一院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师高凌云在请战书中这样写道。这样
的请战书，高凌云一连写了三封。

2003年，非典疫情蔓延，高凌云就曾主动
请战出征，但因为当时孩子未满周岁，医院最终
没有通过她的请求。

“非典时没有和战友一起奋战在疫情最前
线，是我的遗憾。如今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看见
我曾经的战友又一次奔赴最前线，我就在想，我
也一定要去。”除夕夜，高凌云主动递交了第一
封请战书。随后，她又分别在2月7日、2月13
日接连请战，如今终于如愿。

“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那我就应该到最危
险的地方去战斗，作为军人时如此，当医生也是
这样，何况我还是一名党员。”高凌云的丈夫也是
一名退役军人，知道爱人要去武汉，他很羡慕。

独自出征，他们不想让家人担心

接到出征通知时，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护
士段敏正在准备交接班。“你愿意去武汉吗？”电
话里，护士长问。段敏毫不犹豫地回答“愿
意”。此时，是2月12日晚上11点51分。

38岁的段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天晚上
回到家时，孩子都还没睡觉。“他们特别黏我，尤
其是5岁的女儿，看不到我就会哭。”段敏说，原
本打算回家就开始收拾行李，只好先陪孩子睡
觉，等第二天早上7点起来再收拾。

“我没告诉孩子要去武汉，说了他们肯定要
哭的。”段敏的眼圈已经红了，她甚至也没让丈
夫来送行，“我怕我会哭，就这样吧。”

同样一个人出征的还有肝胆外科护士罗梦
玲。凌晨两点才下班的她，早上才将自己要出
征武汉的消息告诉了父亲。“我妈妈身体不好，
睡眠一直很差，所以从小到大我有什么事情都
是告诉父亲。”罗梦玲的老家在四川宜宾，大年
三十她回家吃了一顿团年饭，初一便返回重庆。

得知女儿要去武汉支援，父亲的第一反应
是“怎么是你去？”随后他说：“那你去吧。”

出发前，他给女儿发来一段话：“爸爸三十
六年前参军到中越边境，走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战斗在第一线，保家卫国。而今你要走向没有
硝烟的战场，武汉抗疫第一线，这都是一样的光
荣。”

勇士出征 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本报讯 （记者 罗芸）2月13日下午，城
口县第二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万州出院，标
志着该县确诊病例“清零”。在昨日下午该县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形势依
然严峻，下一步仍将采取多项措施扎实做好防
控工作。

截至13日，城口县的确诊病例已“清零”。
目前城口县共确诊了两名新冠肺炎患者，其中
第一例已于2月6日治愈出院，第二例在万州
经集中治疗后核酸检测呈阴性，达到出院标
准。同时，城口县暂无新发病例。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能掉
以轻心。”城口县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我市要
求，对于两名已康复的病例密切接触者继续开
展医学观察，对其居所进行消毒。目前与第一
例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核酸检测呈阴性后，
已解除隔离。与第二名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仍
在隔离中。

目前，城口县对全县居民进行第三轮排
查。由该县主要领导及部门相关负责人带头，
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1300余名在职党员均下
沉到社区，参与排查工作。县有关部门对购买
发烧、咳嗽等药品的群众进行追踪，确保及时发
现风险。

此外，该县还新组建了5支专项巡逻队、
1个专项督查小组，通过巡逻加强对公共场
所聚集人员的劝导和对相关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

两名确诊患者出院

13日城口确诊病例“清零”

本报讯 （记者 彭瑜 通讯员 周志
华 何洪泽）好消息又传来！2月13日，经市、
区两级专家综合评估，13名新冠肺炎患者在重
庆三峡中心医院治愈出院。其中，轻症患者11
名，重症患者2名。截至目前，累计共有73名
确诊患者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治愈出院。

这13名患者为5男8女，最早入院时间为
1月29日，最晚入院时间为2月4日。其中，万
州7人，开州、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各1
人。

从年龄结构看，30岁以下1人，30岁-40
岁2人，40岁-50岁5人，50岁-60岁3人，60
岁-70岁 1人，70岁以上1人。年龄小的26
岁，最大的71岁。

13名患者入院后，经市、区两家专家组会
诊，在医护人员的悉心救治下，病情逐步好转，
连续7天及以上无发热症状，体温持续正常，呼
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胸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
吸收，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经市、区两
级专家组会诊评估，符合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解
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于2月13日出院。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又有
13例确诊病例痊愈出院

截至目前累计出院73例

本报讯 （记者 彭瑜）2月13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重庆三峡中心医院获悉，经过36小时
等待，重庆首例新冠肺炎孕妇分娩女婴安安首
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同时，医院为安安妈
妈制定了科学的产后护理方案。

11日23时46分，重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
孕妇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经剖宫产分娩，诞下
一名女婴，小名为安安。安安出生两小时后，医
生为其进行了核酸检测，以判断是否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

13日上午11时许，安安首次核酸检测结果
出炉，为阴性。接下来，医院还将会为安安做第
2次核酸检查，预计14日出检测结果。

在新生儿科，医院安排了专门的医护人员
进行24小时不间断护理和监测。与此同时，安
安妈妈仍在重症应急病区隔离观察。

为照顾好安安妈妈的产后护理，重症应急
病区护士长谢咏梅还专门让产科护士长提供了
一份剖宫产护理技术资料，制定了科学的护理
方案。谢咏梅称，目前，安安妈妈在产科护士与
重症肺炎应急病区护士的共同护理下，病情稳
定。

安安首次核酸检测为阴
第2次检查预计今日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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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重庆支援队队员乘坐大巴离开医院。

□本报记者 李珩

张婵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她手上，
躺着5支十分珍贵的胸腺肽针剂。送针剂的是
重庆医药的一位工作人员，简单交代几句后，将
针剂塞到张婵手里就匆匆走了，张婵甚至没来
得及问他的名字。

张婵是重庆市支援湖北第五批医疗队队
员、重钢总医院护理部干事，2月13日，站在驻
地酒店门口，她心里暖暖的。

张婵回忆起从重庆出发时的情景，为提高

医疗队员的免疫力，重钢总医院陆续为她和另
外4名队员注射了2针胸腺肽针剂（一个疗程3
针）。由于时间紧迫，胸腺肽的保存又有严格的
温度要求，无法随身携带至武汉，快递也达不到
储存标准，所以就差了一针。

当天中午，张婵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送
东西过来，让她上驻地门口取。

张婵有些纳闷：在武汉自己并没有亲戚朋
友，最近也没让医院邮寄东西，会不会是搞错了？

但她还是来到门口，一位自称是重庆医药
的男子将胸腺肽针剂塞到她手里，并说：“你们
不是每人差了一针吗？你们医院找到了上级单
位重庆医药健康产业公司，公司领导非常重视，
在半个小时内就安排同属重庆医药的重药控股

公司湖北事业部赠送5支胸腺肽针剂，我是来
送药的。”

张婵一时有些愣了，随后是一股暖流在内
心流淌。“虽然远离家乡，却感受到来自后方无
微不至的关爱。”张婵说，她将继续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

“你们每人不是差一针吗？我是来送药的”

本报讯 （记者 李珩）2月13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重庆又有26例确
诊病例痊愈出院。目前，全市共有128名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这26例痊愈出院的患者为16男10女，年
龄最大者71岁，最小9岁。其中，13例在重庆
三峡中心医院治愈，10例在市公共卫生医疗救
治中心治愈,3例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
院治愈。

1月下旬，这26例患者先后被确诊患上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经定点医疗机构医护
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专家组评估，认为符合国
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于13日出院。

重庆又有26例
确诊病例痊愈出院
目前共有128例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