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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李晨琰

幸得有你，山川无恙，春天因你们更灿烂
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返沪队员，在圆满完成各项医疗救治任务后回到上海

“航班———凯旋号；目的地———家；登机口：英雄的城市。 ”

昨天 14 时许，东航包机直飞武汉，接回首批返沪的上海医疗队

队员。 16 时许，47 名队员依次登机，人手一份这一特制的纪念

登机牌。 他们中，12 人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还有 35 人

来自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他们是我们的英雄！经过历时 44 天的武汉奋战，他们平安

回家了！首批抵沪的医疗队队员们，回家后的第一愿望是什么？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好几名队员的答案一致：期待赶紧回到

日常工作岗位，因为“有太多病人等待着我们”。 还有一些和他

们并肩作战的伙伴，则自愿顺延归期，继续坚守武汉“战场”，因

为“不获全胜，我们不撤”。

“真国士勇担当”，你们辛苦了！

“春回雁归”“山川无恙”“感谢最美逆行者”“真国士勇担

当”“欢迎回家”……3月 18日傍晚，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返

沪队员，在圆满完成各项医疗救治任务后回到上海。 停机坪上，

工作人员高举欢迎标识，致敬白衣天使。 就在登机前，医护人员

摘下口罩，逐一通过安检。 有网友看到这个安检视频后感慨：第

一次看清这一张张“最美脸庞”，写着疲惫、又满是自豪的脸庞。

“春天有你更灿烂，湖北因你更美丽！ ”返程的医护人员，手

持支援湖北抗疫乘机纪念票，纷纷合影留念，纪念这人生中熠熠

生辉的 44 天。 东方医院医疗队员返沪集结时还发生了感人一

幕，武汉市民在一旁喊：“你们辛苦了，武汉感谢你们！ 谢谢！ ”

首批返沪的上海医疗队员分几组抵达。其中，华山医院5辆

医学救援车和8名医疗队员3月17日下午即从武汉出发， 在经历

连续行驶20小时后，3月18日中午时分抵达上海。 华山车队队长

杨世跃抵达上海后，对记者这样说：“回家的感觉，真好！”

昨晚，在 18 名队员的保驾护航下，由 8 辆医学救援车和 2

辆保障车组成的东方医院救援队车队也返回上海。 这些“英勇

车队”返沪，均享受到家乡人民的最高礼遇———警车开道护送。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所有人员安全返回，返回上海后，医疗队队

员们将在指定隔离点封闭隔离 14 天并进行医学观察， 车辆也

将统一封存两周。

44 天武汉奋战 ，渴望留下珍贵的 “生
命方舟经验”

44 天武汉奋战，汗水与泪水，铸就上海医者的担当。

时光倒回至 2 月 9 日，元宵节的后一天，上海在 24 小时内

集结了这两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这就是让人难忘的“元

宵点兵之夜”，一夜成军，奔赴武汉。

在武汉，这两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在方舱医院内搭起

“生命方舟”，为无数患者送去生命的曙光，并同时达成患者零

召回、医护零感染、病人零死亡的三个“零”目标。

华山医院驻点的武昌方舱医院，与湖北省人民医院以及全国

各地同行共同奋战，实现了多个“之最”：最早投入使用、最早成立

临时党委、最早有患者出院、最早开始患者心理疏导、最早成立病

员党支部开展患者自主管理，以及最晚一个休舱的武汉方舱。

休舱后，这批队员没闲着。 原来，华山医院开始着手总结、

完善方舱医院的诊疗常规、院感流程等制度。 武昌方舱医院副

院长、担任这支医疗队领队的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说，希望能

为今后国家疫情防控留下珍贵的“生命方舟经验”。

在东方医院救援队进驻东西湖区（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后，

仅用三个多小时，即搭建完毕 25 顶帐篷，完成中等规模移动医

院的展开。 领队、东方医院副院长雷撼说，在方舱，护理队伍还

组织了包括读书会、呼吸操等在内的多种活动。方舱内，大型活

动经常有，广场舞天天有，患者志愿者、临时党支部都非常活

跃，成就了感人的“方舱医患关系”。

送别战友后，明天各自投入“新战场”

归期已至，队员们不舍之中有期待。 “来武汉工作了一段时

间，对武汉已产生了感情，祝福武汉人民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我

们回到上海后，也会尽早回归岗位。 ”在武汉天河机场，华山医院

药师徐瑾拿着纪念版机票一字一句念道：“感恩有你！ ”

男儿有泪不轻弹，华山医院第一批撤离队员的队长、外科

主任医师陈进宏登机前含泪喊出一句话———“你们都早点回

来”。 “战友，战友，我们是真正的战友！ ”陈进宏说，在武汉的日

日夜夜，无论是同事、患者还是在当地遇到的许多普通人，都给

他留下了足以铭记一生的记忆。

被陈进宏喊话“早点回来”的，正是他那些继续留守武汉战

“疫”的同事们。 华山医疗队进驻方舱医院的队员里，还有 26名队

员根据自愿原则， 将加入华山医院在武汉的另一支重症医疗团

队———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ICU。 他们也来机场为先返沪的队

友送别。大家互相拥抱，一句“上海再见”的约定，很多人红了眼眶。

“今天送别战友后，明天我们就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支援。 ”

华山医院护理组组长卫尹说，“在武汉的每一天，我们从未知、恐

惧、焦虑，到现在完全融入。 欢送第一批战友回家，特别激动，因

为我们都是生死之交。 ”

启程返沪的飞机上，东方医院救援队的医护人员除了表达

对上海与家人的思念， 不忘本职工作。 感染科医生张锋镝说：

“发热门诊现在可缺人手了，请大家来支援发热门诊。 ”一旁的

急诊科医生任慧娟立马接茬，“隔离结束，马上就去。 ”

挥手再见，英雄回家。这架航班上，东航的空乘人员举着牌

子，“上海想念你们”，机场里洋溢着温馨的氛围。“武汉再会，上

海侬好！ ”回家路上，医疗队员齐齐喊出这句话。

从除夕夜至今，上海先后有 1649 名医务人员挺身而出，义

无反顾，驰援武汉，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惟愿岁月无恙，同享时光静好。 英雄，欢迎回家！

唯愿疫情散去，队友平安归来
回家时刻，听听医疗队员想说的话———

华山医院第一批撤离队队长、外科

主任医师 陈进宏：

我工作的地方是武昌方舱医院，由洪山
体育馆改建而成。 我们是 2 月 4 日来到武汉
的， 出发时对武汉当地的情况并不是很清
楚。 我们医疗队带着帐篷，开着发电车，每个
队员都发了睡袋，做好“睡帐篷、打硬战”的
准备。 到了武汉后，当地政府在条件有限的
情况下，还是尽可能给我们安排食宿，解除
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方舱医院投入之初，很多硬件不是那么
完善，很多流程有待优化。 我们的队员们跟
施工队一起 ，安装钢丝床 、铺床褥 ，很多 90

后队员在家可能都没做过家务， 而在方舱，

他们都成了劳动能手。

令人感动的是，这里的很多轻症患者还
自发帮助工作人员清除垃圾，帮年迈患者领
饭，互帮互助。 他们和我们队员一样，都是最
可爱的人。

在院期间， 医患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

大家相互鼓励，结下了深厚友谊。 记得休舱
前夕，我们医疗队全体队员来到方舱 ，值了
一个特殊的夜班 ，与舱内的病友道别 。 拍
照时 ，我们喊 “向武汉人民学习 ，向武汉人

民致敬 ”， 没想到患友们自发喊道 ：“向华
山医院致敬 ”。 这一刻 ，我们有不舍 ，我们
更有感动。

回到上海，我们会严守纪律，完成医学
隔离，然后就可以见到令我牵挂和牵挂着我
的家人。 我还会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开句玩
笑，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离开手术台这么
长时间，手是有点“痒”了。

华山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放

射科医生 高鹏：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是想早点结束隔
离，早点回家以及早点回到工作单位去。 新
冠疫情对我来说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然而还有其他病人需要救治，我们还需要把
前面几个月落下的作业给补交上去。

说到感动的时刻，我觉得是互助以及离
别的时候触动特别大吧，就像方舱休舱仪式
的那天，大家在一起歌唱祖国的时候，一种
莫名的感动涌上来，不能自已。 还有就是送
别车队的仪式， 好多警察的眼睛都是湿润
的。 我们彼此不认识，我们是过来支援武汉
的，但是到了武汉以后，其实大家都是相互
帮助，共同战斗，那种感觉就像共同经历过
生死一样的。

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

员、护士 周敏：

我还记得第二次进舱那天下午，我们举
办了一场简短的读书会， 与其说是读书会，

不如说叫“交心会”更合适。

在会上，有患者自告奋勇讲述了自己和
家人与新冠病毒抗争的坎坷经历，还分享了
自己的心路历程：

这一路真是走得很艰辛，但是他不仅自
己从悲伤中走出来，还不忘鼓励病友们，“要
相信医生和护士，积极配合治疗，大家一定
能康复出院。 ”他的勇气深深打动了我们，我
可以感受到，我周围有几个同事的眼泪在眼
眶里打转。

还有一位阿姨听到有病人在抱怨，说临
时卫生间的清洁工作没做好。 阿姨就很激动
地站出来替医护人员“说话”：他们很多都只
有二十岁出头，跟我们自己的小孩差不多年
纪，为了帮我们渡过难关，他们从五湖四海
赶过来。 阿姨接着说的话更让人动容：“我们
是病人，但要做方舱的主人。 这些孩子穿着
厚厚的防护服，行动本来就不方便。 你觉得
厕所的垃圾太多？ 那我们以后自己带一个垃
圾袋去厕所，地上垃圾也可以自己清理。 有

些事情自己可以做，就不要麻烦他们……”

听到这里，很多人都被她的话打动，而我
们也收获了满满的信任和疼爱。 从那以后，经
常会有患者过来帮我们发饭，跟我们一起推治
疗车，一起拎垃圾袋，让我感觉真的是像家人
一样。 这种感觉、这种经历，我终身难忘。

东方医院行政管理部 周程辉：

通过隔离期后， 回家第一件事情是好好
抱抱闺女，看看老婆和家人。 这段时间对他们
挺愧疚的。 因为女儿出生第五天，我就去武汉
了。 记得在她出院的那一天，我第一次抱了她
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看她、抱她……

东方医院药剂师 黄国鑫：

回到上海，我最想做的事情是陪家人吃
一顿团圆饭。 大年三十，我在医院写了请战
书，支援前线，还没顾得上和他们一起吃团
圆饭。 我想把这一顿团圆饭补上，放在疫情
结束以后，回家的时候陪家人一起吃。

在武汉的一个月， 最大的收获是在这里
认识了一帮生死兄弟。 在这里，我收获了武汉
人民的真诚， 也收获了抗击新冠疫情的知识
与实践。 回来后，我要把这一个多月的成果进
行有效转化，让更多人了解科学的防疫知识。

▲华山医院第一批撤离队员的队长、 外科主任医

师陈进宏（男）与继续留守武汉的华山队友告别。

华山医院供图

荩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疗队首批返沪队员到

达上海。 图为一位队员返回后仍心系武汉， 竖起大拇

指为武汉和湖北加油。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 李洁

茛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副院长领队雷

撼（左）和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院长章军建（右）

拥别。 东方医院供图

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
（上接第一版） 要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

各项防控工作， 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

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发生逆转 。 要加强

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同世界卫生组织紧

密合作 ， 加强全球疫情变化分析预测 ，

完善应对输入性风险的防控策略和政策

举措， 加强同有关国家在疫情防控上的

交流合作 ， 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

要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疫情防控的指导

和支持， 做好各项工作， 保护他们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会议强调， 要科学精准做好重点地

区疫情防控工作。 湖北省和武汉市要慎

终如始、 一鼓作气， 坚决打赢湖北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 要继续加强医疗救治，将

重症患者向高水平定点医院集中，努力提

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要完善社区防控

措施， 有序扩展无疫社区居民活动空间。

武汉市要逐步推进复工复产，湖北省其他

地区要稳妥有序解除管控措施。 湖北省要

同有关省份主动对接，做好“点对点、一站

式”输送返岗、外地滞留在鄂人员返乡等

工作，人员流入地要落实属地责任。 要加

强人文关怀，组织开展心理疏导，稳妥做

好疫情善后工作，防范化解社会矛盾。 要

突出抓好北京等其他重点地区疫情防控，

优化防控策略，落实防控举措，增强针对

性和有效性。

会议要求 ， 要落实外防输入重点任

务， 完善数据共享、 信息通报和入境人

员核查机制， 航空运输 、 口岸检疫 、 目

的地送达、 社区防控要形成闭环 。 要完

善同有关国家的防控策略协调机制 ， 加

强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 推动联合科研

攻关。

会议指出， 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 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感， 加快建立同

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

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 努

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 要

以省域为单元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 。

所辖县区均为低风险的省份 ， 要全面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除湖北 、 北京以

外 ， 对于省内仍有中风险县区的省份 ，

要做好精准防控，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 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

必要的健康证明要做到全国互认 ， 不得

再设置障碍 ， 不对人员采取隔离措施 。

要提高复工复产效率， 围绕解决企业用

工、 资金、 原材料供应等需求 ， 有针对

性地精准施策， 打通 “堵点”、 补上 “断

点”。 要做好法律服务等工作， 及时化解

合同履约、 企业债务、 劳资关系等纠纷。

会议强调 ， 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

的研判分析， 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举措。 要兼顾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合作，

在落实防疫措施前提下为商务人员往来

提供便利， 保持国际供应链畅通 ， 创新

招商引资、 展会服务模式 ， 保障各类经

贸活动正常开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欢迎回家，新时代最可敬的人！”
（上接第一版）全市各方面要落实好各项关心关爱措施。 要继续做好对在鄂

医疗队员的全方位服务保障，让同志们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东方医院副院长雷撼代表返沪医疗队员表示， 疫情发生后， 大家积极

响应中央号召， 带着殷殷重托， 怀着必胜信念， 紧张奔赴武汉前线， 与全

国各路医疗大军共同奋战。 正是因为有市委、 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倾力支

持， 才让我们心无旁骛地做好医疗救治各项工作。 如今春暖花开， 我们带

着满满感动回到上海， 将不负重托、 不辱使命、 继续奋斗， 为夺取疫情防

控斗争最后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停机坪上， 工作人员高举 “欢迎回家” “向英雄致敬” “真国士勇担

当” 等欢迎标识， 致敬白衣天使。 首批返沪医务人员齐声回应 “我们回家

了”。 在大家的挥手致意中， 返沪医务人员登上大巴， 驶离机场。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陈寅，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 副市

长宗明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