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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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白衣战士向家乡人民报告：

一切安好，进入备战！

即将进入方舱医院的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即将进入方舱医院的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
融媒体记者 陆玲琳 钱伶俐 龚圣云
接连 3 天，我市共有 10 位医护人员，
离开亲人辞别家乡，义无反顾出征千里之
外的湖北。他们带着救死扶伤的使命，也
带走了所有人的牵挂。
奋战在疫情前线的他们还好吗？启东
融媒记者跟他们进行了连线。
市人民医院医疗队员：
站到江苏医疗队第一梯队
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郁
智慧与同行的 6 名战友，在 9 日晚上 11 点
多时，入住武汉的酒店。随身携带的医疗
物资和行李无一丢失。
“很多朋友关心我们的物资问题，
没有
被截。”郁智慧在朋友圈报平安，重症医学

客车消毒
听令待发

连日来，启东汽车客运站组织人员对
150 多辆客车进行全面消毒，随时准备投入
运营。
融媒体记者 郁卫兵 通讯员 黄宣摄

通讯员 郁智慧摄

科护师杜蓓华也发布动态，
“事情不像微博
上说的那样，
武汉很真诚，
请那些好事之人
收起你们的谣言。
”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顾叶华、护师倪建花纷纷表述“一切安好，
大家放心，
不要被片面消息误导。
”
来自武汉当地超市老板、外卖小哥和
宾馆服务员的暖心关怀给了队员们很多
的感动。
第二天开始，队员们就进入紧张的培
训。从早上 8 点，持续到晚上 11 点。
“ 每一
名组员都要经过严格考核，合格后才能前
去救治病患”，郁智慧告诉记者。市人民医
院的 6 名医护人员在全队考核中得到了
一致认可，站到了江苏医疗队 3 个梯队中
的第一梯队，成为最先进入方舱医院救治
病患的医疗组之一。

深夜，培训结束后，打开手机，满屏都
市三院医疗队员：
是来自亲人和朋友的关心与问候。他们一
13 日投入一线工作
一回复，又与家里的亲人道一声晚安，安
从 10 日晚上接到征战通知，到 11 日
抚一下他们忐忑不安的心……
晚上 12 点抵达黄石市大冶县，
市第三人民
“我们已做好了充足准备，只等那道
医院传染科主治医师季申健和同科室护士
命令到达！”
郁智慧充满信心。
长占红霞一直处于紧张而兴奋的状态。
市中医院医疗队员：
一切顺利！跟随江苏第五批援湖北医
将思念化作备战的勇气
疗队，
季申健和占红霞 11 日傍晚时分到达
在市中医院ICU护士卢小菊和陈慧文
武汉天河机场，有当地武警专车为他们运
送物资，
医疗队由大巴车接送至黄石市。
的心中，
武汉是一座英雄而温暖的城市。
10 日下午 5 点 30 分抵达武汉，一下
短暂停留后，根据统一安排，南通、扬
火车，武汉的同胞们就热情地帮她们搬运
州、镇江和常州的近 150 名医护人员，前
往大冶市——一个湖北省辖县级市，由
行李。陈慧文和卢小菊暂住武汉东湖学院
的宿舍，一人一间，干净整洁，晚饭由工作
黄石市代管。还有的分别留在黄石市和
人员送上门，
“ 荤素搭配，挺不错，我们吃
阳新县。
得很饱。
”
大冶在黄石算经济发达地区，据说县
第二天上午，领队带着她们参观了即
域经济排在湖北前三。季申健首先关心的
将工作的地方——武汉方舱医院。下午开
是疫情，
截至 11 日 24 时, 大冶市累计报告
始，医疗队集体接受上岗前培训。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2例，
疑似病例60例。
首次培训后，驻武汉的江苏省卫健委
他们被安排到当地一家很好的宾馆，
领导来到国家中医药队看望他们。同时， “应该是这里最好的了，能感受到黄石和
省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江苏队队长陆敏
大冶人民的这份信任和关爱！”季申健说，
带着武汉爱心企业，给江苏队捐赠了大量
从机场出来那一刻起，看到黄石的欢迎横
物资，
着实让她们感到很暖心。
幅，大冶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连夜等候，他
结束了一天的培训后，晚上，卢小
都被深深打动。
菊疲惫地回到宿舍，看着临别前女儿送
12 日一早开始，医疗队进行统一培
给她的“爱心”，止不住思念，拿起手机
训。下午，季申健得到通知，他们即将被分
视频连线女儿，忍住眼泪叮嘱孩子，“你
派到大冶市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参加对确
在家要乖乖的，妈妈忙完就回家。”挂断
诊病人的临床诊疗。13 日，他将进入市区
视频，卢小菊的泪水滑落了下来，但她丝
社区、附近乡镇的隔离点，配合当地医务
毫不后悔这次的选择。
人员做好巡视和排查、筛查工作。
12 日，两名护士又全身心投入到紧
“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会打赢
张的培训中。
“我们要努力练习，才能更好
这场硬仗！安全回来！”季申健在匆匆挂下
地保护自己和救助病人。
”卢小菊说道。
电话前，
让记者转达他的心声。

启东雅迪和启东农商银行
助力抗疫

帐篷赠一线
真情暖人心
本报讯 连日阴雨，奋战在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一线的工作人员异常辛劳。2 月 11 日，启东雅迪营
销中心和启东农商银行，给一线工作人员送去帐
篷等物资，感谢他们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
当天，启东雅迪营销中心总经理黄小勇带领
工作人员，来到东海镇各村卡口，为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送上爱心帐篷以及方便面、奶
茶等。在东海镇显中村卡口处，工作人员分工协
作没几分钟就将帐篷安装完毕。随后，他们又来
到锦绣村送上帐篷。“非常感谢启东雅迪给我们
捐赠了帐篷等物资。”东海镇锦绣村志愿者施建
香表示，原先的帐篷小，新帐篷遮风避雨效果好，
非常感谢。
据悉，黄小勇积极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区镇，
给高速公路、国省道以及多个村、社区卡口赠送帐
篷以及其他物资。据悉，自年初五开始，启东雅迪
陆续捐赠了 150 顶帐篷，价值 5 万元左右。
上午，
启东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来到南苑一村
居委会，
给社区卡口处送上 3 顶帐篷以及 30 把雨伞
和纸巾等物资。（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施陆炜）

北新镇普东村村民黄佳豪
和父亲黄洪飞一起守村口——

父子齐战
“疫”
融媒体记者 黄玉叶 卢靓
“爸，今天天冷，
您多穿点。
“
”好，
你今天继续守
卡点、测体温。
”
2 月 9 日，
北新镇普东村村民黄佳豪
和父亲黄洪飞吃完早饭，
就匆匆出了门，
这已经是父
子俩共同守在防控一线的第 6 天，父子俩成为了抗
击疫情战场上的
“最佳拍档”
。
为了减轻其他志愿者的压力，父子俩早早吃
好饭，尽早去接班。黄洪飞今年 46 岁，自 2 月 4 日
开始，他便主动加入到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中来。
他和村干部一起 24 小时轮岗执勤守关，宣传疫情
防控，
检查车辆行人，
做好信息登记。
“父亲毕竟年纪大了些，而我年轻力壮，陪同
父亲值守也能互相照应一下。”20 岁的黄佳豪是名
大一学生，看到父亲为疫情防控忙碌着，他内心很
受触动，得知人手不够，黄佳豪便主动请缨加入志
愿者队伍，
“有事就叫我，我能出上力。”就这样，他
成了村里最年轻的志愿者。
事实上，黄佳豪不只是“逢叫必到”，还主动值
了好几个大夜班，
“ 值夜班比较辛苦，我年轻没问
题。”从深夜到清晨，父子俩一前一后站在志愿者
服务岗位上，并肩作战共同守护着普东村。
“值夜班冷飕飕的，让大家吃口热乎的暖暖身
子。”这段时间，村里的志愿者不分昼夜值守在卡
点，到了深夜，室外格外寒冷，黄佳豪把平时攒下
的零花钱拿了出来，去镇上跑了五六家商店买到
了 6 箱泡面捐给村里。
村民向记者透露，黄洪飞家刚建新房，家里经
济并不宽裕，父子二人的举动温暖了村民的心。在
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纷纷行动起来，时
不时地送来饮料、泡面、点心等物资，用自己的点
滴心意支援
“前线”
，全村一起守护好自己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