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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孝感报道组记者 陈维灯

已是仲春时节，孝感春和景明，桃
红柳绿，草长莺飞。

车水马龙的城市，往日喧嚣已逐步
恢复。

生活如常。
屈指数来，到孝感竟已有57天，寒

冬已走向暖春，我们也该启程回家。
挥别时，泪眼相望，诸多不舍，却依

然记得初来时冬夜漫漫，前路亦漫漫。
己亥冬，新冠病毒疫情猝不及防地

袭来，武汉封城、湖北告急。
关键时刻，党中央紧急部署，统筹

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
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打响湖北
保卫战。

其中，重庆和黑龙江对口支援孝
感。彼时，孝感确诊病例是全国第二多
的城市、最多的地级市。

2月11日，在为重庆赴孝感支援队
送行时，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表示，在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发出指挥令、吹响集结号，重庆
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行动，组建对口支
援队。

57天里，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共有
812人与孝感这座城市并肩战“疫”。

党旗在“疫”线高高飘扬

2月19日，在视频连线重庆赴孝感
前方指挥部时，陈敏尔强调，重庆全市
上下按照中央部署，按照“责任包干、落
细落实”的要求，急孝感所需，尽重庆所
能，全力以赴完成好对口支援任务。

重庆赴孝感支援队领队、前方指挥
部指挥长、临时党委书记梅哲介绍，为
确保对口支援工作规范有序、高效推
进，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切实加强内部管
理，明确听指挥讲团结、筑牢安全防护、
严格规范救治“三条铁的纪律”，出台规
范队员言行“六条禁令”，制定对口支援
队组织生活制度、工作会商制度、指挥
调度制度、合法合规接受社会和个人定
向捐赠制度等12项管理制度。

重庆赴孝感支援队临时党委下设2
个党总支、25个党支部，层层压实责任，
确保从中央到省市疫情防控各项决策
部署落实落地，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
就是一座堡垒。

有着26年党龄的张雷，担任了孝
感市中心医院医疗分队一组副书记，充
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坚守一
线。

作为临时党支部副书记，在完成日
常的医疗工作之余，张雷还利用工作间
隙，积极组织队内党员及时学习中央和
市委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指示和
重要讲话，鼓励大家充分发挥党员的示
范引领作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共有党员265
人，在党员先锋队的表率下，援孝期间，
有300多名队员递交入党申请书，新发
展党员90名。

其中，生于1997年的黄曼義是年
纪最小的一个。23岁的她主动请战湖
北，并担任云梦医疗分队团支部书记，

还被评为孝感“全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每天，她穿戴着厚厚的防护装备在

病房穿梭，细致耐心地察看病人状态，
检查体温、血氧等，带领患者做“呼吸
操”，帮助患者舒缓身心；在有限的休息
时间里，她积极策划开展团组织活动，
通过活动为队员们加油打气。

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重庆赴孝感支援队中医护及疾控
人员784人，其中呼吸、重症、感染、院
感专业医护人员占比超过72%，拥有中
高级以上职称的占比超过85%。

57天的战“疫”，重庆、黑龙江、孝
感三方密切配合、无缝对接，通过三方
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协调统筹各项工
作。

“三区两通道”改建、院感防控整改
有条不紊，分区支援、“四集中”、分级诊
疗逐一落实……在孝感8910平方公里
土地上，一场与死神的竞赛争分夺秒进
行着。

初到孝感，防护物资紧缺，无论是
医疗分队队长、小组长，还是主任医师、
护士长，无不身先士卒、勇往直前。

刘景仑与孝感当地医护人员密切
合作，成功为患者置入ECMO生命支
持设备，并先后4次进行前后方连线远
程会诊。

刘煜亮57天里未曾休息一天，即
使是自己带领的医疗分队全员轮休，他
依然主动申请参与巡回诊疗。

熊恩平带领护理人员，一个月内为
患者搬运近300瓶重量110斤的氧气
瓶；陈夏燕如照顾家人般对老年患者呵

护备至；翁中会、陈玥成了患者的“女
儿”、“姐妹”……

吴娇、罗小娟、赵安然……接力开
导孕38周情绪低落孕妇，打消其顾虑，
助力治愈出院；刘凤琼、唐茁月发起微
信会诊，为大悟1岁患者远程诊疗；唐晓
铃20天内在云梦实施三项新技术，救
治患者……

故事很多，纸短情长，再多的文字
也无法叙述千万分之一。

或许，数字是最好的佐证：截至3月
22日24时，重庆赴孝感支援队累计直
接管理病例 1110 例，累计治愈出院
1082例。此外，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参与
共同管理病例187例。

截至3月22日24时，孝感累计确
诊病例3518例，尚有确诊在院病例21
例，均集中在重庆支援区域救治。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支援绝不
仅仅局限于对患者的救护。

2月18日，唐茁月为大悟县中医院
免费申请了新冠肺炎影像诊断AI云平
台并安装调试成功，有效缓解了医疗专
业技术人员紧缺的问题。

2月26日凌晨4时，一套价值约50
万元的进口ECMO设备，风雨兼程、连
夜从重庆运至孝感。

除了技术和设备支持外，重庆支援
队专家团队也注意对当地医生团队的
培养，无私分享经验和资料，通过传帮
带，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成熟EC-
MO团队。

3月16日，由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帮

忙建设的孝感市大悟县第一个新冠核
酸检测实验室在4天之内建成，并正式
进行实验室评审。

唐晓铃在实施俯卧位机械通气、无
肝素血液净化等新技术时，也对当地医
护人员进行了临床技术培训；刘华、邓
稳等院感防控人员，在严格院感防控的
同时，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支院感防控队
伍；重庆赴孝感支援队里的20名疾控
人员，在进行病毒核酸检测、消杀防疫、
流调的同时，对当地疾控人员进行了系
统的培训……

谷晓琴、刘凤琼、张孝彬等分别挂
职支援医院的党委委员、副院长等职
务，参与医院管理、帮助梳理诊疗流
程。

重庆急救医疗中心与孝昌县第一
人民医院签约医联体合作，通过医疗对
口支援、交流合作等途径，确保孝昌患
者在当地就能享受到知名专家高水平、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重医附二院也与
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护理专科合
作协议。

3月23日，重庆赴孝感支援队首批
669人启程返渝。最终，重庆赴孝感支
援队所有队员，也将全部离开，但他们
为孝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各类物资从重庆驰援

离开时，时节已春分，万物生长。
孝感366.35千公顷耕地里，生机勃

发，微耕机、水泵运转不息，豇豆、白菜
嫩芽萌发……

发动机轰鸣的农机，吐露新芽的果
蔬，其中不乏来自千里之外的重庆。

3月13日，受市农业农村委托，重
庆赴孝感支援队前方指挥部向孝感市
移交了我市捐赠的163台农用机械、紧
缺蔬菜种子近500公斤、15000株果树
种苗，以及126吨化肥等物资，做到疫
情防控和春耕生产两不误，在全力抓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助力孝感市做好春耕
生产工作。

其实，在此之前，各类生活物资已
源源不断地从重庆千里驰援。

2月13日，满载25吨新鲜柑橘的
运输车从巫山县出发驶向孝感，这是巫
山县群众自发捐赠的第二批爱心水果；
2月25日上午，武隆区组织第二批援助
物资发往孝感，包括猪肉、萝卜和武隆
苕粉等共60吨生活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发生以来，重
庆社会各界累计向孝感捐赠了总价值
超过4500万元的生活物资及款项。

2月29日，经过24小时、900余公
里的长途运输，重庆驰援孝感的一批价
值约1100万元的医疗、防疫物资运抵
孝感，并与孝感接收方完成交接手续，
用于孝感疫情防控工作。

截至目前，重庆已为孝感筹集N95
口罩 1万余只、医用外科和防护口罩
150余万只、医用防护服2万余件、血
滤机20台、负压救护车5台、实时荧光
定量PCR检测仪5台，以及核酸检测
试剂盒、消杀药品、医用手套等大批急
缺医疗物资设备，总价值超过2500万
元。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勇往直前，总
有一种感动让我们泪流满面。危难时
刻，重庆与孝感心手相连。

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 （记者
李星婷）3月23日，重庆市第八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进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东院区）工作。该医疗队将接替此前
其它部分省市医疗队在医院的工作。

据了解，第八批医疗队于3月20
日完成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工作后，转
战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这
所医院是武汉市收治最后一批新冠肺
炎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医疗
队领队、重医附一院副院长肖明朝介
绍，医疗队除了接替前期其他医疗队
的工作，还要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病人
的攻坚问题。如医疗组将与来自四川
的医疗队一起负责医院的第五、第六
两个病区，“病人大部分年龄偏大，基
础疾病较多，其中4名是危重型病人。
后面我们还会接受新的重症及危重症
病人。”

医疗队的护理组进入医院第九病
区工作，这是孕产妇病区。“除了身体

的护理，医护人员还特别要对孕产妇
病人进行心理安慰、人文关怀等。”医
疗组护理组组长米洁介绍。

据了解，重庆市第三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在2月4日进驻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东院区），整建制接管第十二、十
三两个重症病区。截至3月23日，第
三批医疗队累计管理126名病人（其
中重症69人，危重症25人），累计治愈
出院72人。

战“疫” 天
——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工作纪实

3月23日，重庆市江北区，地标建筑重庆大剧院点亮抗“疫”英雄回家欢
迎语。当晚，主城区多个地标建筑纷纷打出字幕，向圆满完成任务返渝的抗

“疫”英雄们表达敬意。 记者 万难 摄
欢迎抗“疫”英雄回家

重庆市再增一支医疗队进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3月23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重庆市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正在
了解责任病区内患者病情。 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记者 谢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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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重庆对口支援孝感医疗队出征仪式。（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齐岚森 摄

孝感第一人民医院，出院的患者和医护人员合影。
重报集团孝感报道组记者重报集团孝感报道组记者 张锦旗张锦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