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中，活跃着一支
由650人组成的“119党员突击队”。他们
中，有的深入医院、康复驿站、隔离点转运人
员、运送医疗物资、照顾隔离病人生活，有的
下沉社区搬运分发物资、防疫洗消杀毒、解
决居民生活困难。他们怀揣一颗滚烫的心，
为疫情中的群众带去“火焰蓝”的暖心服务。

最艰难的时刻体现最忠诚的担当。武
汉市东西湖区消防救援大队“119党员突击
队”成立之初，吴家山站副站长张亦超和他
的队友们主动请战，沉入一线，默默坚守。

“我们辖区面积太大了，力量不够，所以

我们都融入社区，和志愿者们一起工作。”张
亦超说：“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也许
今天在这个小区洗消杀毒，明天就到那个小
区搬运分发物资了。”

“我的钱包不见了。”3月15日下午，77
岁的栗芳玉老人说。老人是突击分队协助
社区刚从径河卫生院转运至泰康医院的患
者。“什么东西不见啦？”面对老人疑惑的神
情和比划的手势，突击队员孙安连反应过
来：老人听觉不好，听不见。他立刻找来纸
和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一行行大字与老人交
流着。“您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回来
的。”“请稍等，我帮您问一下。”……最终，来
回两趟，历经3个小时，孙安连终于在径河
卫生院里找到了老人的钱包。

“有没有人啊？帮帮忙吧，我没有口罩
了，不敢出门，家里没菜了。”3月4日9时，

武汉市江岸区消防救援大队“119党员突击
队”在堤角小区展开防疫洗消过程中，在一
个单元楼楼道里隐约听到有人在呼喊。

“老人家，您怎么了？”突击队员康靖在
四楼找到了声音的来源。

“我不敢出门，家里的菜都吃完了。”老
人70岁左右，子女均不在武汉，没有口罩不
敢出门，生活物资已经消耗殆尽。

见此情况，康靖将随车携带的50只口
罩和两瓶酒精送给了老人，并教给老人使用
方法。随后，通过社区团购群帮助老人购买
了蔬菜、肉类等生活物资，老人拉着他的手
连声说：“小伙子，你们真好！”

“社区里，独居老人的信息获取渠道比
较窄，他们不知道社区可以派发物资。”康靖
及时把老人的情况反馈给了社区，社区自此
开始每日给老人上门送生活物资。

“只要百姓需要，我们都会尽力帮忙。”
截至目前，康靖所在的“119党员突击队”已
对9个社区、33个小区、543个单元楼开展
防疫洗消，为社区搬运生活物资10余吨。

“各位居民，大家好！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严峻，请大家尽量不要出门……”杜义才
是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鹤壁支队浚县大队
政治教导员，作为一名滞留湖北的消防人
员，接到支援武汉的通知后，他第一时间向
组织请战，深入疫情严重的社区与战友们并
肩作战。

“前几天，从咸宁送来了一批活鱼，社区
老人多、行动不便，突击队就一户一户地送，
送了近4000户。”社区干部说，自从“119党
员突击队”融入社区开展工作以来，共搬运
分发生活物资40余吨，劝阻疏导聚集人员
约1700余人，张贴宣传提示2000余份。

3月11日，汉南区消防救援大队“119
党员突击队”队员像往常一样在社区分拣居
民采购的物资，分队长的热线电话又响了：

“我们小区有个老人摔倒了，90多岁，现在
需要送到她女儿家。”

接到求助后，突击队员迅速赶到现场。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抱起来，慢慢挪到轮
椅上，合力将老人抬着送到了同一个小区她
女儿的家。

群众暖心人
——武汉消防“119党员突击队”倾力抗疫为民办实事

本报记者 常 理 通讯员 李 杨

医务人员似亲人

3月13日，武汉东西湖区锦江之星康复
驿站有20多名患者康复走出驿站。其中，
一位30来岁的女士格外引人注意，她和两
名戴着口罩的儿童在5名医务人员的陪同
下走向一辆来接他们回家的大巴车。

这位女士是家住常青花园的潘云霞。
14天前，潘云霞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康复

驿站，女儿今年4岁多，儿子2岁。潘云霞告
诉记者，一个月前，她家四口人中，有三人因
新冠肺炎住院，孩子爸爸一个人住进某医
院，她带着两个孩子住进了市儿童医院，在
医务人员的精心医治下，身体很快有了好
转，CT、核糖核酸等各项指标检查都已经正
常，于是来到锦江之星康复驿站。“来的时候
除了带了些换洗衣服外，其他什么都没带。”
潘云霞说，“由于走得匆忙，加之前段时间筋
疲力尽，甚至连儿子的奶粉都忘记带了。”

看到犯愁的潘云霞，康复驿站的医务人
员纷纷从自家给她拿来儿童奶粉、婴幼儿奶
糕等。在康复驿站生活了14天，两个孩子
的气色越来越好。“这里的医务人员比亲人
还要亲。”潘云霞说。

上车前，孙冬延医生再三叮嘱潘云霞，
这个是孩子的药，一定要按时、按量服用；这
个季节昼夜温差大，要多注意孩子的保
暖……“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事记得联系
我。”孙冬延说。

党旗下重温初心

3月13日上午，东西湖区纽宾凯酒店康
复驿站30余名医患党员一起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据介绍，10天前，该康复驿站成立了
临时党支部。今天的主题党日活动，内容有
读《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全体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学习疫情防控专题知识、医生通
报查房情况等。

驿站医务人员负责人、东西湖区金银湖
街卫生院院长周超云介绍，建立康复驿站临
时党支部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及
时学习传达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区的相关精
神、文件和决定。二是和医务人员探讨康复
人员还有哪些需求及下一步怎样解决。三
是临时党支部有14名康复人员，希望他们
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影响和帮助其他
康复人员，带动他们保持良好心态，积极锻
炼，早日恢复健康。

今年38岁的康复人员黄敏（化名）告诉
记者，通过参加临时党支部活动，丰富了在
驿站的生活。他经常帮助一些年纪大的康
复人员打开水、送饭，还带头主动打扫公共
卫生。“帮助了别人、快乐了自己，我们党员
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已经有8年党
龄的黄敏说。

“康复驿站临时党支部每周都会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不仅融
洽了医患人员的关系，也有助于康复人员的
心理健康和身体康复。”

驿站里面笑声多

3月13日下午，记者在武汉经济开发区
（汉南区）军山康复驿站看到，指挥大厅里工
作人员正在通过视频与康复人员交流。

“请问您今天还好吗？有什么需要帮助
的吗？”工作人员在视频对话中问道。

“今天比昨天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这
里条件很好，住的是单间，生活用品一应俱
全。”视频那头的康复者张庆明（化名）乐呵
呵地回答。

军山康复驿站现代化程度很高，康复
区、卫生区、生活区、活动区等全部实现360
度无死角监控。康复人员除了可以随时与
医务人员面对面沟通，还可以随时随地与指
挥中心工作人员对话。

驿站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的康复人员
不仅有电视看，还可以无线上网、健身锻
炼。“我们经常听到康复人员开心的笑声。”

武汉市发改委相关工作组负责人张艳
介绍，武汉市床位保障组隔离点专班、康复
隔离保障组从无到有，承担了全市隔离观察
点筹建任务，从2月10日成立以来，为了让
隔离点和康复驿站服务管理运行有序，专班
8个督导组对全市集中隔离点、康复驿站的
建设运营管理、医护人员和物资配备进行了
全方位督导。“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目
前督导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康复驿站的运
营管理上。现在，全市300多个康复驿站入
住了近2万名出院康复人员，全市各区康复
驿站都在积极改善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质
量，努力为康复人员营造一个温馨、舒适、安
全的‘家’。”张艳说，“下一步，督导组将按照
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继续关注康复驿站
的精细化服务和管理，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作出积极贡献。”

康复驿站成为温馨之家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周 钢 李现刚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用直升机
“空中快递”急需的医疗物资成为“硬核”抗
疫举措。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司CEO、
上海双平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理事长虞钢
告诉记者，湖北多地政府、热心企业和海外
爱心人士共同协调组织了西本新干线生态
圈新空直升机抗疫救援志愿行动，开辟“点
对点”空运物资专线。目前已紧急开通武汉
新干线、黄冈新干线、襄阳新干线、荆门新干
线和杭州新干线等多地医疗物资空运专线，
3架直升机轮番出动，累计飞行近60个小
时，空运紧急医疗物资超过10余航次。

据介绍，这些医疗物资被分别送至武汉

协和医院、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和黄冈中学外校（黄冈防疫指挥中
心）等地，来自西本新干线生态圈企业的20
多名直升机机组人员和地面运输保障人员参
与其中。上海双平慈善基金会另一位发起人
王卫亦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志愿者们
启用直升机在第一时间将最紧急、最稀缺的
医疗物资直接空运至医护人员手中。

西本抗疫救援物资志愿服务队队长朱伟
亦告诉记者，“黄冈新干线”抗疫救援专线第
三次起飞时，满载500公斤、38箱防护服等急
需医疗物资降落在湖北罗田县。负责在直升
机落地现场接收、转运、分发急需医疗物资的

罗田县副县长胡盼说：“这让我们很感动！”
上海新空直升机有限公司创始人曹新

田说：“我们只想着尽全力确保紧急医疗物
资送至医护人员手中。”

曹新田介绍，与陆路运输相比，直升机
空运物资速度更快更高效，从上海飞抵武汉
最快仅需3个半小时，而公路运输至少需要
10个小时。曹新田的直升机驾龄逾10年，
在此次抗疫救援行动中累计飞行超过26个
小时。他说，对于急需的救援医疗物资，特
别是对冷链运输有一定要求的物资，用直升
机空运优势愈加明显。虞钢说：“通过点对
点的‘空中快递’，湖北一些医院医疗物资不

足问题得到缓解。”
曹新田表示：“通过非公企业的创新能

力和服务持续地为社会服务，是我们未来的
规划。”在社会紧急救援方面，他希望未来能
与政府部门建立高效的合作模式，更充分地
发挥企业的资源优势。

飞行员徐建军在此次抗疫救援行动中
累计飞行超过36个小时。他说，他驾驶直
升机多次往返沪鄂、沪杭、沪甬等航线。“武
汉新干线”全程往返飞行需要近8个小时。

“疫情暴发之初，传染途径、危害程度和治疗
方法并不明朗，对驾机飞往疫情严重地区，
我本人和家属不是没有担忧，但当在目的地
起降时，看到群众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切担
忧都被风吹散了。”

抗疫救援志愿者吴琼说：“在执飞任务
期间，我们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语言交流
少了，但和地面机务人员做得最多的一个手
势，就是竖起大拇指，彼此加油鼓劲儿。”

徐建军表示：“国内疫情趋向平稳，地面
物流秩序也在逐步恢复，但只要防控需要，
我们随时都会义无反顾、再次披挂上阵！”

1992年出生的聂旎萱是武
汉市武昌医院中医科的一名医
生。从1月26日开始，她一直在
医院工作，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最为胶着的时期，也即将迎
来胜利的曙光。在最困难的时
候，她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天天
怀疑自己“中招”，想念家人，甚至
有些后悔返回武汉。但最后她还
是坚持了下来。如今，再谈及自
己的这些“糗事”，她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

聂旎萱家住湖北省十堰市，
按照原计划，她本应在家里待到
农历正月初三然后回武汉上班。
但疫情紧迫，医院面临人员压力，
微信工作群“嘀嘀”的提示音让她
心急如焚。大年三十晚上，春晚
刚开始，聂旎萱看到了“十堰凌晨
封城”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

“再不走就出不去了。”虽然父母
反对，但聂旎萱还是年夜饭都没
吃完，便背起了行李，在万家灯
火、合家团聚的除夕夜，踏上了回
武汉的路。

“其实你可以选择待在家里，
封城回不去不是很正常吗？”面对
记者的提问，聂旎萱说：“通过微
信就感觉大家都在忙，自己在家
待着很慌，去医院救人是我的工
作啊。”

“当时已经买不到回武汉的票了，计划先买到黄石，然后
到了黄石再想办法。幸运的是，列车在武汉停了。”经过一夜
奔波，到达武汉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半。聂旎萱在宿舍休
整了一晚，第二天便回到了工作岗位。

刚回到岗位上的时候，聂旎萱有些手忙脚乱。“参加工作
两年多，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紧张的阵势。”聂旎萱说：“以前没
有穿过防护服，同事们耐心教我步骤、动作，穿上以后就立马
感觉紧张了起来。”穿上防护服特别不方便，防护镜也经常被
汗水遮盖，影响视野。后来，聂旎萱“爱”上了防护服，因为穿
上防护服，她感觉自己真的就是一名“战士”。

作为医生，聂旎萱经常要查病房。最多的时候，她所在的
病区收治了70多名患者，查完一轮下来将近3个小时。这3
个小时里，需要和病人密切接触，询问病人的病情、检测病人
的身体状况，有时还需要查看病人的舌苔，比较危险。

“有段时间每天都感觉自己喉咙发痒、想咳嗽，一度怀疑
自己是不是‘中招’了。其实没事，就是自己压力太大了。后
来做了检测，没有问题，心情也好了，嗓子也不痒了，工作起来
劲头更足了。”说起这件事情，聂旎萱笑了。

参加工作以来，聂旎萱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患者去世。这
次疫情，她不得不面对这些。每当这个时候，聂旎萱总是想到
自己的家人，“其实这个时候内心会有点后悔，真的害怕再也
回不去了，特别想爸妈。”但聂旎萱还是坚持了下来，病人渐渐
好转，给了她最大的宽慰与鼓励，她不仅为患者感到高兴，更
为自己能够尽一份心、出一份力而感到骄傲。“每当有病人和
我说症状好转，就真心感觉自己回武汉是值得的。”

如今，武汉市武昌医院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大部分已经
出院或转院，医院开始恢复正常的医疗服务。聂旎萱也正在
接受隔离观察，隔离期满后，她将重回工作岗位，开始新的
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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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胜是江苏省兴化市大营镇联镇村第一书记，也是原
兴化大营镇供电所所长。去年5月，刚上任的李廷胜帮助该
村村民成功销售2000余吨红皮洋葱，使之走俏市场。李廷胜
由此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洋葱书记”。疫情暴发后，他放弃
休假，一个普通口罩、一支红外线体温计、一个消毒喷壶……
带领该村两委班子战斗在农村防疫第一线。

“洋葱书记”一线抗疫
申祝存 陆星辰摄影报道

兴化市大营镇联镇村第一书记李廷胜（左二）在洋葱种植
基地帮助村民给除草剂调制兑水。

兴化市大营镇联镇村第一书记李廷胜（左）在村民沈广珠
的洋葱种植地了解洋葱管护及长势情况。

“空中快递”点对点
——记西本新干线生态圈新空直升机抗疫救援志愿者团队

本报记者 李治国

目前武汉有近2万名出院新冠

肺炎患者在全市300多个康复驿

站进行康复，各康复驿站通过改善

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质量，正在把

这些康复驿站打造成康复人员的温

馨、舒适、安全的“家”。

3月13日，武汉东西湖区纽宾凯酒店康复驿站的30余名党员医患人员一起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