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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大众报业集团
特派记者 李钢 黄翔 赵丰
发自湖北武汉

逆行的背影，透出
的是坚定与从容

来自 2 0 0余家医院的
1186名队员闻令而动

2月2日下午，山东省第三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在济南遥墙国
际机场集合。左毅作为山东省援
助湖北医疗队总领队与第三批
医疗队一起出发。此前两批医疗
队援助湖北黄冈抗击疫情。而他
们将作为首批援助武汉的山东
医疗队，投入到武汉保卫战中。

山东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队长、医师组组长曲仪庆说，

“当飞机降落在武汉，从天河机场
到驻地的途中，沿途都是空荡荡
的，心里五味杂陈。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体会
到了什么是国家有难。”

危难时刻，白衣战士挺身而
出，逆行驰援，共克时艰。

2月6日，由35名护士组成的
山东省第四批援助湖北医疗队
暨山东省援助湖北护理专业医
疗队驰援武汉的方舱医院。

2月7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的一支131人的医护团队作为第
五批医疗队抵达武汉，进驻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2月9日，山东省第六（山大二
院队）、第七（青岛两支队伍）、第
八批医疗队，近700名医护人员同
一天抵达武汉，分赴同济医院光
谷院区和汉阳方舱医院。

2月20日，山东省第十二批
援助湖北医疗队到达武汉，算上
此前到达的青大附院秦文医生
和到鄂州的4名疾控工作人员在
内，驻武汉片区的山东援助湖北
医疗队共计1186人。

这些医护人员来自全省16市
200余家医院，涵盖了呼吸、重症、
感染、急诊医学、麻醉、康复、护
理、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其中
有高级职称的医生超过40%，护士
中主管护师以上的同样超过40%。

逆行的背影，透出的是坚定
与从容。奔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前线，他们筑起了一道健康
防线，也在人们心里筑就了一道
抵御病毒的长城。

红色的旗帜，积蓄
着向上的力量

385名党员带动762名队
员主动递交入党申请

“我是党员，我先上……”2
月4日晚9点，经过防控感染培训
及考核后，首个班次9名医护人员
由党员、护理组长李敏敏带领正
式入驻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C7西重症病区。

1186人，来自200余家医院，
如何才能让医疗队快速形成战
力？打出一套严密的“组合拳”？山
东省援助武汉医疗队确定了党旗
引领指方向的工作方法，靠组织
建设和体制保障，确保了医疗队
高效运转，形成了核心战斗力。

为使来自各医院的医护人
员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在来武汉
的飞机上，左毅就带领队员们商
定了医疗队的组织与人员架构。2
月3日下午2:00，医疗队召开动员
部署会，明确了医疗队的工作流
程、工作制度等。会上，山东省援
助湖北医疗队临时党总支成立，
左毅任党总支书记。第三批临时
党支部同时成立。而这也成为后
续各批医疗队的工作惯例。

随着各批医疗队的不断到达，
2月23日，山东省援助武汉医疗队
临时党委正式成立，下设2个临时
党总支、14个临时党支部，共有385
名党员，每个医疗队设临时党支
部。由左毅任临时党委书记，统筹
管理援助武汉地区各医疗队。

各医疗队临时党组织切实
落实临时党委确定的党旗引领
指方向工作方法，开展多种形式
的主题党日活动，增强了党组织
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

身边的党员同志，这样的关
键时刻，都在“往前跑”。向党组织
靠拢的念头被激起。在党旗的感

召下，抵达武汉后有762名队员主
动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按
照坚持标准、严格把关、保证质量
的原则，多批同志“火线入党”。

专家声音，成为救
治“定音锤”

病人总体病亡率0 . 65%，
重症患者救治效果良好

“胸部CT显示，双肺间质性
改变，有加重表现……”“患者心
肺功能储备不足……”“我建议
抗生素是不是调一调……”3月2
日晚，医疗队围绕一名危重症患
者的一场线上会诊正在进行。

为提高诊疗救治水平、降低
患者病亡率，临时党委确定了专
家引领带团队工作法，成立了医
疗专家组，开展相关会诊。临时
党委统筹专家力量，在学习贯彻
国家救治、防护、防控方案的基
础上，持续规范完善各项医疗制
度，制定了包含25项制度规范的

《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工作手
册》，对治疗方案统一标准，对重
症危重症患者统一由专家组会
诊，形成了较成熟的“山东特色”
标准、流程，努力做到各医疗队
管理同质、治疗同效。

据介绍，截至3月16日24时，
山东省援助武汉医疗队共收治
患者1831人，其中重症危重症达
559人，除方舱医院收治的患者
外，重症、危重症比例超过65%。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往往年
龄偏大，有基础病史，如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肾脏疾病或脑
血管疾病等。”省立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医师纪洪生介绍，针对
不同患者，医疗队在统一规范下
制订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治疗方
案，做到“一人一案”精准治疗，
提高患者特别是重症、危重症患
者的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山东医疗队还坚持中西医
结合，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强
化中医药治疗，医疗队专门成立
了中医专家组，为患者进行把
脉、舌诊，辨证施治，开出“一人
一方”，还为患者开展穴位推拿
等中医疗法，住院患者的中医药
使用率达到95%以上。

专家声音，客观公正、求真求
实、精准无误，成为救治“定音锤”。
截至目前，山东援助武汉医疗队收
治的患者病亡率低至0 .65%，重症
危重症患者救治效果良好。

淬火尖刀，有侠骨
又有柔肠

78岁患者出院时三鞠躬
感谢山东医疗队

面对重症病人多、病情复杂的
现实情况，山东援助武汉医疗队确
定了尖刀引领促攻坚的工作方法，
通过建立专家尖刀队、党员先锋
队、专业突击队、心理服务队等四
支队伍，攻坚克难，啃硬骨头。

“插管治疗，我们要直接接触
患者的呼吸道。”在同济医院光谷
院区，活跃着一支“插管急救小分
队”。第六批医疗队的冯昌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就是其中一位“插管
小分队里的突击手”，“插管时，患
者有可能呛咳，一旦呛咳，他体内
的痰有可能出来形成气溶胶，喷洒
到周围，负责插管的离着最近，肯
定最先受到攻击。”冯昌说。

“到达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后，
一定要坚决服从医院安排，坚决做
好个人防护，要像一把尖刀一样直
插病魔的心脏。”2月25日，山东第
十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张凤
伟带领15名队员前往武汉市金银
潭医院，作为收治重症患者最多的
医院之一，他们的工作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

淬火尖刀，有侠骨又有柔肠。
对重症危重症患者除了生理上的
治疗和护理，心理疏导同样重要，
第四批护理队员主动与患者聊天，
教患者穴位按摩，减轻焦虑、改善
睡眠，带领患者练习八段锦等，使
患者保持身心愉悦，树立信心，加
快康复进程。第八批医疗队打造

“行走的二维码”，队员将二维码贴
在身上，患者有需求可以直接扫
码入群，微信群至少三名队员24
小时在线值守，对舱友们提出的
问题负责解疑答惑。

医患情深总是相互的，医护
人员的辛苦付出赢得患者的一
片赞誉和感谢之声。自2月17日首
批治愈患者出院至3月16日24时，
山东援助武汉医疗队已累计治

愈出院864人。“感谢山东医生，感
谢山东医疗队。”一位78岁的老奶
奶在出病房前对山东队员们深
深地鞠了三个躬，经过多天的相
处这位患者与山东医疗队员相
互熟悉，这一幕让在场的医生护
士为之动容。

抓实抓细，在保证
安全下全力出击

全体队员实现“零感染
无意外”

3月13日下午，左毅再次来到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第三批
医疗队所在的病区，慰问上班的
医护人员，同时要求所有队员继
续抓好医疗救治和感染防控工
作，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

“做好个人防护，是所有工
作的基础。”医疗队把队员感染
防护作为首要的生活要求和重
要的纪律抓实抓细，前后8次临
时党委会均强调做好防护工作。

医疗队各级临时党组织还把
关心关爱队员身心健康，将保障
队员健康贯穿到工作、交通、生活
的全过程，实时帮助解决困难和
问题。临时党委结合元宵节、三八
国际妇女节等节日，发送慰问信。
调拨防护服、消毒液、口罩等医用
物资，确保队员防护需求；调运羽
绒服、电热毯、食品水果等，不断
改善队员生活条件。

为确保防护物资及时到位，
临时党委与山东省委新冠肺炎疫
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
调度，每周会根据各队的物资需
求情况，按时运送相关物资抵达
前线。山东省对口支援黄冈前方
指挥部也给予大力支持。各地爱
心人士也积极捐赠，当地相关部
门也及时确保相关物资供应。

有最充足的物资保障，有最
严格的防护措施，才有了山东省援
助武汉各医疗队全体队员的“零感
染 无意外”。3月17日，山东省第
四批、第八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共
计342人在完成援助武汉方舱医
院战疫后，平安返济。

目前在武汉的山东医疗队
仍奋战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光谷院区，武大人民医院东
院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
市肺科医院等地，山东医疗队将
继续集中优势火力向重症危重
症救治发起最后的总攻。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汇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澎
湃力量，山东医疗队定会不辱使
命，慎终如始，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全面胜利。

驰援，武汉抗疫中的齐鲁力量
——— 山东省医疗队援助武汉抗击疫情纪实

山东医疗队员在病房里挂上漫画，鼓舞大家抗疫。

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武汉成为
齐鲁儿女的牵挂
之地和忧心之城。

自2月2日起，
山东坚决响应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
召，按照国家统一调派和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陆续
派出7批8支队伍抵达武汉，
援助人数达到1186人。面对
严峻疫情，山东援助武汉医
疗队创新推出了党旗引领指
方向、专家引领带团队、尖刀
引领促攻坚的“三引领”工作
法，将来自全省各地的医护
人员重新整合，切实做到攥
指成拳，形成战力，攻坚一
线，做到了“零感染 无意
外”，在武汉保卫战中彰显了
山东力量，体现了齐鲁担当。

省立医院护士王艳艳给患者喂了橘子后，患者表示感谢。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