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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铌紫

在疫情防控的艰难时期，重庆共收
到来自“国际朋友圈”的总价值约3000
万元的医疗援助物资。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当
前，随着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我市在
力所能及范围内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与
合作。目前，我市已分批对外向30多
个国家及其友好城市友好组织等捐赠
医疗防疫物资。

在携手抗疫的过程中，重庆与世
界各国守望相助，患难与共，进一步印
证和坚实了重庆与世界各国的深厚友
谊。

互致信函传递真挚情谊

疫情期间，我市先后收到来自日
本、韩国等47个国家的政府部门、驻华
机构、友好城市、民间组织、企业负责
人、友好人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负责人
发来的慰问信、慰问视频。

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在致重庆
人民的慰问信中说：“患难之交见真
情。我们希望向重庆市民传递凝聚千
万首尔市民心意的友好情谊。”

在全球疫情暴发后，重庆已先后向
日本、韩国、意大利、美国、俄罗斯等17
个国家及友好城市及各级组织致信慰
问，传递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真诚
意愿。

医疗物资援助助力抗疫

在我市疫情防控的艰难时期，日
本、韩国、新加坡、柬埔寨、老挝、德国、
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南非、肯尼亚、
乌拉圭等11个国家的政府机构、驻华
机构、友好城市、民间组织、企业和上海
合作组织秘书处及其成员国，以及海外
侨胞、港澳同胞纷纷向重庆提供总价值
约3000万元的紧缺医疗防护物资捐赠
和资金捐助，为我市及时控制疫情提供
了宝贵支援和重要帮助。

随着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我市及
时开展对外援助工作。

从3月11日起，一批批满载着重庆
人民心意的对外医疗防疫物资“集结”
完毕，陆续发往韩国、意大利、伊朗等疫
情严重的国家。

“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相知无远
近，万里尚为邻”“山连山，水连水”、

“ 患难与共真朋友同甘共苦好兄
弟”……一箱箱捐赠物资箱上的寥寥数
语传递着重庆人民的浓浓情谊。

意大利驻渝总领事毕岚祺对重庆
市政府向意大利伸出援助之手深表感
谢。他说，该批物资是西南地区第一批
官方捐赠给意大利红十字会的医疗物
资，希望意大利尽快战胜疫情，继续发
展与重庆市的友好交往合作。

此外，沙坪坝区、永川区、潼南区、
九龙坡区、巴南区也先后向韩国、意大

利、德国的友好城市发送了援助物资。
截至目前，重庆已分批向30多个国家
及其友好城市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
及其成员国捐赠口罩、防护服、核酸检
测试剂盒等医疗防护物资。接下来，还
将根据全球疫情变化，向需要帮助的国
家和友好城市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视频连线分享防控诊疗经验

3月24日，重庆与乌克兰的医学专
家们通过视频万里连线，用“中国经验”
帮助乌克兰抗击疫情。这是我市首次
用视频连线的方式分享防疫经验。

截至目前，重庆已经先后与乌克
兰、亚美尼亚、匈牙利、巴西利亚联邦区
和巴西东北部州举行5场疫情防控交
流视频会，其中，在乌方的强烈要求下，
我市与乌克兰两次视频连线，将防疫经
验和措施倾囊相授。乌克兰、亚美尼
亚、匈牙利、巴西利亚联邦等国和友好
市州对我市分享抗疫经验给予高度评
价。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在视频连线
中衷心感谢重庆专家及时分享抗疫经
验，他表示这些经验很珍贵，能够帮助
乌克兰人民尽快克服困难，战胜疫情。

随着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包括白俄
罗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
等国家和友好市州已先后向重庆提出举
行疫情防控交流视频会的请求。市政府
外办、市卫健委等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
将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和全球疫情情况变

化，与相关国家不定期举行疫情防控交
流视频会，毫无保留地与有关国家及国
际友好城市分享疫情防控诊疗经验。

一封封感谢信传递友好情谊

我市在各国抗疫关键时期给予的友
好与支援，得到了外方热情回应和积极
评价，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积极反响。

韩国、伊朗、意大利、西班牙、斯洛
文尼亚、亚美尼亚、越南、厄瓜多尔等8
个国家及各级友城和组织先后来信表
达感谢之情。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
表示，“重庆人民所给予的诚挚慰问及
仁义善举，让首尔全市市民深受感动，
充分体现了比邻而居的韩国与中国、首
尔与重庆的友谊深厚。期待经过共同
战疫，共克时艰，两地友好关系及交流
合作将更上一层楼！”

亚美尼亚外长姆纳察卡尼扬在推特
发文称，感谢中方包括重庆在内的援助；
亚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发文，并援引重
庆对口援助物资上的祝福语表示：“高山
之巅，长江之滨，愿中亚友谊比山高、比
水长”；斯洛文尼亚在首都卢布尔雅那和
第二大城市马里博尔市分别举行中国捐
赠防疫物资交接仪式，他们称，来自中国
包括重庆在内的医疗物资无疑是雪中送
炭，相信通过在疫情中共同奋战，斯中
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合作将得到加强；白
俄罗斯明斯克州在州政府官网刊文，向
重庆及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

守望相助 患难与共
重庆向30多个国家及其友好城市友好组织等捐赠医疗防疫物资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月 29

日，市卫生健康委通过官网发布首批
市内单位或者个人自愿自费预约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受理机构名单。

为满足复工、复产、复学核酸检测
社会需求，本市单位和个人可按照自
愿自费原则，在以下医疗机构预约进
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检测相关费用
和流程可咨询各受理机构。

据了解，首批受理机构有重医附

一院、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市中医院等
62家。

重庆公布首批自愿自费预约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受理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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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预约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
受理机构名单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新冠疫情发生后，驻渝的陆军军医
大学先后派出 3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组），重庆市也先后派出9批医疗队驰
援武汉。闻令即动，医疗队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在疫情防控战场上发起一
次次冲锋，在战“疫”一线勇当先锋，为百
姓筑起守护生命和健康的堡垒。

“军人，就该在战‘疫’时打冲锋”

从除夕到4月中旬，陆军军医大学
共3批医疗队（组）、近400名队员奋战
在武汉。80余天的时间里，他们在金银
潭医院、火神山医院、泰康同济医院进
行医疗救治，挽救一个个生命。

除夕夜，陆军军医大学第一批医疗
队星夜驰援武汉。在这支以感染、呼
吸、重症为主的精干队伍中，有不少是
多次参加过各种疫情防控战斗的“老
兵”，他们战胜过“非典”、出征过汶川、
抗击过埃博拉。

“早一分钟收治，病人就多一分生
的希望。”最初，医疗队进驻的是金银潭
医院。医疗队护理组组长、陆军军医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宋彩萍带领几
名一起抗击过埃博拉的医护人员，争分
夺秒，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完成将普
通病房改造成传染病用房的重任，为及
时收治患者赢得宝贵时间，也为医务人
员的安全保障筑牢防线。

在金银潭医院，陆军军医大学医疗
队接收两个病区，5个小时内就收治72
名患者，随之全面展开工作。

2月初，医疗队转战刚修好的火神
山医院。熟悉场地环境、设计工作流
程、配备急需的器材、药品，医疗队再次
火速做好病人收治前的全面准备工作。

在医疗队专家组的带领下，医疗队
队员奋战在火神山感染一科；2月中旬
开始，全军感染病研究所所长毛青带领
部分队员奋战在综合科。坚决做到
应收尽收、建立专家会诊机制、对患
者实施心理护理和“话疗”、全力做好
救治……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发挥专
家团队的核心作用，将“小汤山经验”

“抗埃经验”结合实际运用到这次的工
作中，不少患者被治愈后从这里走出。

2月13日，陆军军医大学第二批医
疗队到达武汉泰康同济医院。同样，这
支队伍不加休整就投入战斗。他们在
24小时内接管该院原有的方舱病房，并
紧锣密鼓投入新病区的筹建中。队员
们合力奋战48小时，顺利开展收治工
作，单日最高收治量曾达383人。

提早发现并及时干预患者由普通
型转化为重症型、由重症型转化为危重
型，是提高救治率的关键之一。为了提
高患者救治率、降低病亡率，队长吴昊
和专家团队仔细研究了上百个病例，提
出“综合评估，早期预警，体系作战，精
准施治”16字方案，并总结提炼了6个

核心指标和10余个外围指标，形成疾
病转化早期预警体系，一旦患者病情发
生变化，医疗信息系统就会实时报警，
医护人员及时进行干预，有效防止患者
病情恶化。

此外，医疗队“干细胞治疗、托珠单
抗治疗”等5类创新方法，为“一人一案”
精准救治提供支撑；由插管分队、护肝分
队、护心分队等专业队伍构成的救援队，
为“身心并护”体系作战提供了保障。

一次次无畏冲锋，一天天无悔坚
守，医疗队迎来了武汉的春暖花开。“军
人，就该在战‘疫’时打冲锋，人民需要
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战斗的地方。”火神
山医院副院长、陆军特色医学中心主任
徐迪雄说。

88人火线入党

自1月28日起，重庆市先后派遣9
批医疗队、815人驰援武汉，其中医生
198名、护士593名（其余人员 24 人），
先后在金银潭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沌口方舱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武
汉市中心医院等10余家医院开展医疗
救治和心理干预服务。

“每批医疗队均在抵达武汉后的
第一时间建立医疗队临时党总支或党
支部。”重庆市卫生健康委规划处处
长、重庆市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医疗队指挥部指挥长王世纯介绍，

医疗队共成立临时党总支2个、临时党
支部10个，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

在医疗队中，进行气管插管、气管
切开、拔管脱机等危险操作的，往往是
党员带头冲锋。第八批医疗队在到达
武汉的第二天就紧急进舱，首批进入病
区收治病人的46名“先锋队”中，38人
是党员。通过广大党员的示范带动，医
疗队广大团员青年和群众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有402名队员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88名队员火线入党。

“病友自治管理，难事党员先上！”
第九批医疗队在沌口方舱医院建立病
区流动党支部，实现病区管理“三自
主”：病区患者自主完成环境整理、自主
排班协助发放饮食、自主组织病友开展
活动，在减轻医护工作强度的同时建立
良好医患关系、病友情谊。

施救重症患者

成立医疗、护理、院感和质控专家
组；运用分组、分类、分区治疗模式管理
患者；建立各类医疗制度，针对重症患
者实行医疗组包区、医生包床、协调补
位机制等，重庆市医疗队在武汉积极开
展各类高超的医疗技术，针对重症患者
实施医疗救治任务。

2月26日，第八批医疗队与武汉市
第一人民医院合作实施ECMO(体外膜

肺，俗称“人工肺”)治疗患者，这是重庆
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武汉实施的首例
体外膜肺治疗。

“体外膜肺手术难度高、风险大，操
作复杂。”该医疗队医疗组组长、重医附
一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周发春告诉记者，
团队与死神赛跑，经过大大小小几十个
程序，将已经处于氧耗竭边缘的71岁
患者的氧饱和度提升，为下一步治疗争
取了时间。

负责重症病区的医疗队每日召开
专家组例会，实行“三必讨论”，即死亡
病例、疑难病例、高风险技术必讨论；对
有高炎症反应的危重症患者积极开展
血液净化治疗；争分夺秒为危重症患者
紧急创建临时ICU病区；对不同情况的
患者，实施“一人一策”的精准医疗……
各医疗队总是竭尽全力精准施治，有效
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3月26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
院区）的最后21位病人出（转）院。其
中，年龄最大的出院患者95岁，这名患
者是重庆医疗队在武汉治愈的年龄最
大的患者，有七八种基础疾病。

“医疗队成立覆盖呼吸、重症、中医
和护理等专业的医护团队，开展中西医
结合抗病毒等治疗方式缓解咳嗽等呼
吸道症状；同时通过调理老人的肠胃、
防止其深静脉血栓的形成等综合治疗，
最终让老人转危为安。”第三批医疗队
副领队赖晓东介绍。

由15名护士组成的重庆市第二批
医疗队，对口支援金银潭医院，难度高、
任务重，队员承受的心理压力极大。医
疗队积极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做到医疗
队队员“零感染”。

特色治疗受好评

针对不少患者的紧张焦虑情绪，重
庆第十二、十四批医疗队在武汉市中心
医院，采取五行、五音疗法，对患者进行
心理治疗。针对患者病程、病症，开出
不同的药方；教患者打八段锦、太极拳，
晚上还用中药给病人浴足；为缓解患者
的焦虑情绪，医疗队收集了53首养生
音乐，甚至还针对病人的情况差异，为
他们搭配不同的“音乐套餐”。

“一些病人由于不懂医学专业知
识，会害怕、焦虑或恐慌；身处最前线的
医护人员，也会因疲劳或病人离世，出
现情绪低落等状况。”重庆市第八批医
疗队队长、重医附一院副院长肖明朝
介绍，此次疫情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
心理伤害。因此，由重庆市第八批医
疗队倡议，武汉市第一医院联合前来
支援的10支医疗队，共同组建了“圆梦
心理睡眠联合干预工作组”，成立首家

“阳光医院”。
重庆市第十六批心理援助医疗队

则对口援助武汉市肺科医院等5家医
院，通过心理救援微信群、推送科普视

频、共建心理咨询室等多种方式，为医
务人员和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成
效显著。

第四批医疗队主持编写了东西湖
方舱医院医疗核心制度，为方舱医院平
稳运行提供了保障，提出的“规范方舱
医院模式下中药组方问题的解决方
案”，为其他方舱医院提供宝贵借鉴；第
九批医疗队规范管理方舱医院病区，建
立了三级诊疗制度，实现舱内、舱外三
级医师及时沟通、有效协作，极大减少
舱内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也被其他
方舱病区积极效仿并快速推行。

数据显示，在支援武汉期间，重庆
市医疗队累计管理患者3002人，护理
患者2220人，出院1397人，为医护人
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236人次，为患者
进行心理干预101人，累计培训医疗队
和当地医护人员5015人次，实现了“病
患救治打胜仗、医疗队员零伤亡”的目
标；国家卫生健康委15次刊发重庆医
疗队的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收到感谢
信167封，感谢短信、视频等492条；2
支队伍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奖；9名队员获
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各医疗队被中
央、国家级媒体报道20余次，重庆、湖
北等地方媒体报道600余次，反映了重
庆医疗队同心战“疫”，不遗“渝”力的动
人事迹。

生命至上 白衣执甲 我为先锋
——陆军军医大学和重庆市医疗队支援武汉战“疫”纪事

图①: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多名队员在鄂火线入党。
图②:重医附一院援武汉国家医疗队重症病区主任周发春查房并和队员讨论救治方案。
图③:重庆医疗队医护人员在武汉市沌口方舱医院巡床查看完患者肺片后，得到患者的称赞与感谢。 (本组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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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4月2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交二航局白居
寺长江大桥项目部了解到，白居寺长
江大桥项目东引桥近日完成混凝土浇
筑，标志着白居寺长江大桥项目全面
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白居寺长江大桥项目是重庆市
“五横线”跨越长江的重要节点工程，
由位于大渡口侧的陈家阁立交、跨越
长江的白居寺长江大桥以及位于巴南
侧的东引道三部分组成。该桥上层为
双向八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为预留
的轨道交通18号线过江通道，桥梁主
跨660米，是世界最大跨度的共轨两
用钢桁梁斜拉桥。

据中交二航局白居寺大桥项目部

人士介绍，自今年2月复工以来，项目
部通过倒排工期计划、优化施工方案、
加大人员及设备投入、加强人员纪律
管理等方式，使得每个环节都加快了
建设步伐，将原先滞后78天的工期影
响缩短到了62天。按照当前进度，预
计到今年底能够消化疫情带来的工期
滞后影响。

目前，白居寺长江大桥东引桥正进
行紧张施工，计划今年10月底可完成
上部结构施工。预计今年下半年，白居
寺长江大桥的主塔也将封顶。将来，这
座桥梁建成后，可联通大渡口钓鱼嘴与
巴南花溪、龙洲湾片区，对完善本市快
速路网结构，串联主城中部、南部片区，
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

白居寺长江大桥项目
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