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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驰援千里之外，疫情不退

不回还

1 月 25 日下午，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接到广西卫健委通知，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防治需要，需组派出由自治区直管医院
组成的广西首批援湖北抗疫医疗队。“主任我
报 名 ！ ” “ 我 符 合 条 件 ， 请 派 我 奔 赴 一
线。”……收到通知后，医院立刻对全院发出
倡议，倡议一经发出，医护人员们纷纷踊跃报
名。当晚，已连上两个夜班的何金宝毅然报
名。何金宝是“ 90 后”的党员，一直是家里最
受宠爱的小女儿，面对陌生的传染性疾病，她
担心父母不放心，便偷偷瞒着父母报了名。

1 月 26 日上午，医院领导小组优中选优，
10 名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救援队迅速集结。
这些抽调的优秀医护人员均是医院的业务骨干，
他们当中有呼吸与重症方面的专家、经验丰富的
护士长和高年资的科室精英。呼吸与危重症疾病
科主任林云是桂林市流感与禽流感防控委员会成
员，桂林市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专家委员会成员，
对于呼吸系统传染相关疾病有丰富临床经验。作
为医院首批援湖北抗疫医疗队的队员兼队长的他
表示：“在党、国家、人民、武汉需要我们的时
候，奔赴前线，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相信，在大
家的齐心努力下必将战胜这次疫情，圆满完成任
务。”

重症医学科医生唐慧京被科室誉为“重症
超声达人”，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作为二胎
妈妈，她最珍惜的就是假期里陪伴着孩子的时
光。但面对疫情，她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她的
丈夫是在桂林定点医院抗疫一线的医生，夫妻
双双奔赴一线，她表示绝不后悔。“在家里，

我是孩子的母亲，但换上白大褂之后，我是医
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就是白衣战
士，在危急时刻奔赴前线救援，我义不容
辞。”

“面对疫情，迎难而上；救死扶伤，医者担
当；不负重托，全力以赴；召之能战，战之必
胜！我们庄严宣誓：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阻击
战，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使命！” 1 月
27 日下午，作为桂林首批援湖北抗疫医疗队之
一部分、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援湖北抗疫医
疗团队启程驰援武汉。

奋战“抗疫”一线：不负患者性命

相托

1 月 27 日，医疗队员们连夜抵达武汉，入
住武汉黄陂区后，三名女队员为了更好地防护、
更好地投入工作，向酒店服务员借到一把小剪
刀，在其他队员的帮助下将自己心爱的长发剪
短。

再次培训后，队员们纷纷进入抗疫一线奋
战。“根据工作分配，我们的主战场在黄陂区中
医院，一家三甲医院。我是首批进入隔离病区

工作的医生，说实话，踏进病房的那一
刻，真的很激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医疗队队长林云副教授说道。
1 月 29 日，按照安排，普通组医疗
队队员进入医院隔离病房工作，林
云副教授和银建华医师换上了防护
服，成为广西医疗队首批进入隔离
病区工作的医生。 29 日晚，为了降

低风险，当日进入病区的工作人员回到酒店自行
隔离，通过微信语音为大家做工作经验分享。林
云拍了一张自拍照，发到医疗队微信群，看着被
防护面罩勒出的深深痕迹和红肿的鼻梁，大家纷
纷发出感慨。可林云却说：“没事，洗个热水
澡，揉一揉就好了。”当晚，林云向广西医疗队
负责人申请自愿连续三天进病房，为更好了解病
人情况和熟悉环境。

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援湖北抗疫护理
队伍中，护士何金宝是第一位进入病区工作的。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也为了能更好地投入工作，
参加医疗队驰援武汉的事儿她至今也没有告诉父
母。八点钟下班后，何金宝按照要求进行沐浴更
衣，为了让后面下临床的人员能更好地投入工
作，连续工作 6 个小时的她顾不上吃饭，就第
一时间用微信把当天的工作情况和感想以及注意
事项告知其他同事。“正式投入工作后，我们每
个班持续 6 小时，这期间防护服不能脱，意味
着我们 6 小时不能吃、喝、上厕所，这时纸尿
裤就成了我们的必备神器。”罗丹桂说。

为了减少环境污染和医务人员自身感染，从
隔离区出来后，医疗队员必须进行清洁，包括用
生理盐水清洗鼻子、眼睛和漱口等，回到住宿点
还需再次洗澡、换洗衣物。同在一个医院，见面
不“交流”，下班不相见，在住宿点用手机沟
通，成了医疗队员们生活的日常。上班前少喝
水，随时待命，自行在酒店隔离。所有医疗队员
始终揣着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到疫情阻击战中，
充分发挥自己专业特长，在工作中，为了减少穿
脱防护服，他们练就了长时间不吃不喝、不上厕
所的“技能”，及时给予病人科学救治和精心护
理，始终把病人安危放在第一位，积极做好病人
的心理护理和干预，减轻他们的思想顾虑，树立
起战胜病情的信心。

为保证援湖北抗疫医疗队的物资供应，医院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为队员们提供保障。医院党
委组织党员干部成立慰问小组，对每位援湖北抗
疫医疗队员家属的生活、身体状况进行慰问并为
他们送去新鲜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据了解，医院
源源不断为防疫一线医疗队员们运送高蛋白营养
素、益生菌颗粒、复合维生素、纸尿裤、手消
液、口罩、 75% 酒精、生理盐水等一系列物
资，并为广西首批援湖北抗疫医疗队捐赠带着家
乡味道的桂林米粉，让抗疫一线飘出了米粉香。

火线入党：“战疫”一线党旗飘扬

“现在，我身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第一线，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让我更深刻地
领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体会到了中国共产
党英明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伟大，更坚定了我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和决心。我将自觉地把此次
抗击疫情的急难险重任务作为锤炼自己意志作风
的重要机会。” 1 月 31 日晚上，刚结束一天工
作的林云回到休息的酒店，虽然身心疲惫，但想
着这些日子以来那些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奋不顾
身的身影，怎么也睡不着觉，翻身起来拿着酒店
内的 A4 纸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要求火线入党，
做好表率，带领队员们勇战疫情。随后，桂林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另外 8 名医疗队员也纷纷
写下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向党和人民表达自己
的赤诚之心。

“刚到武汉的时候，长时间穿着防护服工
作，会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平时很简单的操作
都会变得困难起来。很多时候同事们甚至连饭都
吃不上，水也没空喝，时间一长大家难免会感到
疲惫。”林云表示，“但是每当我们看到那些早
已战斗在一线的共产党员不顾自身安危，奋力救
治患者的样子，就像看到了一座灯塔，肃然起敬
的同时也重新燃起了斗志。这些天来，随着工作

的不断深入，我们不断被这些优秀、英勇的共
产党员感染着，时刻都想着加入他们，成为他
们中的一员。”

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卫健委直属机关党
委批准，这 9 名一线抗疫医疗队队员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2
月 19 日，广西首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党总
支部在武汉市黄陂区空旷的广场上举行新党员
入党宣誓仪式。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9
名医疗队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他们表示，
“战疫”一线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勇挑重担的
精神，让他们更加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有桂林医学院和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做他
们坚强的后盾，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完成
不了的任务！大家将进一步发挥专业特长，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负重托，完成使命。

平安凯旋：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我们回来了！”从湖北到桂林，跨过这
一程千山万水，桂林最美“逆行者”们，回家
了！历时两个多月，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首批援湖北抗疫医疗队的 10名队员圆满完成任
务，解除集中医学隔离观察返回桂林，实现全
体医护人员“零感染”。 4 月 2 日，当医疗队
的车辆缓缓驶入众人视线，阵阵欢呼声不绝于
耳，沿路群众纷纷向驰援武汉的“白衣天使”
致以崇高敬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医疗队员在
创业大厦参加了桂林市首批驰援湖北抗疫医疗
队平安凯旋的欢迎仪式。

当天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一场简
短而温馨的欢迎仪式在六号楼大厅举行，临桂
区主要领导和医院党政领导班子及相关科室的
医护人员迎接医疗队员们“回家”。队员们进
行相关检测后，与在现场等待多时的家人们紧
紧相拥，场面动容。

3 月 12 日，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们与武汉市黄陂区中医院完成
工作交接，圆满完成使命。 3 月 18 日，医疗
队员们整理好自己的行装，告别了奋战一个半
月的“战场”。在简单的欢送仪式后，统一乘
坐大巴到达机场，一路上，队员们受到了来自
各界群众的感谢，看到大巴后，许多武汉市民
驻足感谢，他们为医疗队竖起大拇指，感谢他
们为抗击疫情做出的贡献。

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
会到来。疫情是一场无情的战争，无论是逆行
出征的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员、坚守后方一线
的医护人员，还是默默奉献的后勤人员，桂林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职工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践行着“弘德善医，仁心济世”院训，彰显
着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医者初心。春来暖风
吹散阴霾，负重前行的人们已平安归来。待春
暖花开时，定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本版图片由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宣
传科提供）

大爱芬芳 不负生命的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援湖北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纪实

庚子年春，一场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城市
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在疫情面前，人人自
危，避之不及。只有那些逆
行身影，成为春天里最令人
动容的风景。

在披上白大褂之前，他
们是儿女、夫妻、父母；披
上白大褂之后，他们便成了
挡在生与死之间、同病毒搏
击、与时间赛跑的战士。

在武汉抗疫一线，他们以
高度负责的态度，勇担责任、
严阵以待、坚定信心、沉着冷
静，为生命站岗，为健康放哨，
以精诚的技术，博爱的精神，
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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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首批援湖北
抗疫医疗队队员在武汉抗疫一线火线入党

 4 月 2 日，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的医疗队员们参加桂林市首批驰援湖北抗
疫医疗队平安凯旋欢迎仪式

 1 月
27 日，桂林
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首批援
鄂抗疫医疗队
集结出征

临桂区
委 书 记 何 新
明、区长李绍
政及临桂区相
关领导，桂林
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党委书
记宋剑非、院
长葛波带领医
院党政领导班
子迎接队员们
凯旋

▲临桂公安“最高礼遇”向医疗队队员们致敬 ▲医疗队员对病人进行精心护理 ▲“90 后”党员何金宝奋战在抗疫一线

医疗队队员与前来送行的家人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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