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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凯旋，至此——
—

驰援武汉队员 全部安全返黔
贵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联络员逄锦

待到摘下口罩之时
我要重新认识大家
逄锦是贵州省人民医院心脏重症监护
室的一名护士，同时也是贵州省第八批援鄂
医疗队的联络员，3 月 25 日， 她和第八批援
鄂医疗队回到了贵阳， 回想起过去 34 天的
“战斗” ， 她感慨万千， 同行的 170 多名队
员，她全部耳熟能详，却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在这个特殊时期，戴着口罩的大家相见
不相识，待到大家都摘下口罩时，她最大的
心愿是要重新一一认识大家。
本报讯 3 月 25 日下午，最后一批留守武
汉的贵州医疗队 177 人凯旋，他们主要来自贵
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
当日 15:30 左右，两架搭载贵州省援鄂医
疗队队员的飞机平安降落在贵阳龙洞堡国际
机场。 至此，我省驰援武汉五批医疗队 581 名
队员全部安全返回。
当日上午在武汉的送别仪式上，贵州省第
八批援鄂医疗队收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
省人民医院送来的锦旗。 随后，贵州省第八批
援鄂医疗队又为武汉多家单位送上了锦旗。
“奋力抗疫情，黔暖江城人。 ” 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为贵州省第八批
援鄂医疗队送上的锦旗上写到。

“
用爱书写一流后勤保障，用心共筑一线
抗疫真情。 ” 贵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为武昌
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送的锦旗上写到。
“
锦旗、海报、鲜花、横幅……只为感谢你
们。 ” 得知贵州最后一批留守武汉的援鄂医疗
队员要回家的消息，一大早，不少武汉市民就
自发来到队员们的酒店驻地，为他们送行。
据悉， 贵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于 2 月
21 日出征武汉，顺利完成救治任务。 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 我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队员与来
自华西、齐鲁、四川、西安交大医队及武大东
院本部的医护人员一起， 累计治愈出院患者
204 人，其中危重和重症患者占 60%-70%。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相关链接
还有一些患者需治疗，贵州部分援鄂医护人员暂不回黔——
—

守护鄂州 他们仍在坚持
本报讯 随着新冠肺炎患者的逐日减少，
我省驰援湖北的医务人员已分批返回。 不过，
在鄂州一线， 仍有一批医务人员坚守在最后
的阵地上，为那些还未出院的患者而战斗。
3 月 23 日，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
戴愉，像往常一样来到鄂州市中心医院。 “近
几天，部分援鄂医疗队员已回到家乡，我们因
为还有部分病情较重的患者要治疗， 所以依
然在鄂州坚守，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我们归
家的日子也更近了。 ” 戴愉说。
在戴愉所在的病区， 医务人员将仅剩的
新冠肺炎患者安全转运到鄂州市中心医院的
感染科病房。“
今天病区里最后的 11 位患者，
3位达到出院标准，其余 8 位患者，则需要在我
们帮助下转入感染科病房。 ” 戴愉说。

这 8 名患者，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护理，
多数人病情正在好转。
遵医附院医生叶鹏说， 目前鄂州地区
1300 多名新冠肺炎患者，经过治疗后，至 3 月
21 日仅剩 57 例，“我们治疗组治愈出院的就
有 40 余例， 鄂州地区已连续 11 天无新增病
例。 ” 他说。
遵医附院医生刘蓉说， 她所负责的一对
老年夫妇已住院一个多月， 他们已经能从声
音、步态中认出自己。 “也许我不能等到他们
出院就会返回， 但这对老人我一辈子都不会
忘记。 ”
武汉的樱花开了，遵义的樱花也开了。这些
医务人员仍坚守在鄂州一线， 他们将见证最后
的胜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近期返黔医疗队 完成核酸检测
所有队员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本报讯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 我省已经
完成近期返黔援鄂医疗队第一次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所有队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随着湖北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按照中
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安排，我省
援鄂医疗队陆续撤回贵州。
根据安排， 援鄂医疗队队员返回贵州后，
所有队员均要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对近期
已经返黔，在贵安新区酒店集中医学观察的援

鄂队员，已由省疾控中心指导并带领贵安新区
疾控中心和当地医院工作人员，共同完成了队
员第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样本采集及检测；在贵
阳市酒店集中医学观察的援鄂队员，已由所在
区、 县级疾控中心完成了队员第一次样本采
集，并分别由贵阳市一医、贵阳市二医和贵航
贵阳医院进行检测，所有返黔援鄂医疗队员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省卫健委选派精神卫生和心理学专家

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温暖返黔援鄂队员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卫健委获悉， 该委
已从省人民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贵州医科
大学附院选派精神卫生和心理学专家，组成现
场心理救援医疗队和心理援助热线队，对返黔
援鄂医护人员全面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为更好地为返黔援鄂医护人员提供心理
支持、人文关怀，省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危机干
预组制定并下发《贵州省返黔援鄂医疗队休整

隔离期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方案》， 明确返黔
援鄂医疗队休整隔离期间，在每个定点酒店至
少设置 1 个心理咨询室、配备 2 名心理干预医
生，对所有返黔医护人员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截至 3 月 24 日， 已对近期返黔队员开展
心理健康测评 126 人，推送信息 44 条（次），
发放宣传资料 8 次，心理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
475 人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来不及道别
她踏上了去武汉的班机
2 月 20 日下午四点左右，贵州省人民医
院的护士逄锦接到了通知， 马上出征武汉，
她一点没犹豫，立即同意了出征。 当晚 7 点，
她参加了出征前的培训， 晚上十点培训结
束，她立即回到单位交接工作。
等到她回到家时， 已经是深夜 1 点，收
拾完行装，深夜三点躺在床上时，她才想起
来，没和家人交代一下，结果来不及细想，她
睡着了。 第 2 天早上 7 点她又要起床，接着
参加培训。
临到机场，她才想起来，应该给丈夫讲
一下这事。“
他很支持我的工作，二话不说立
即带着孩子赶到机场送我，我们一家三口匆
忙地在机场合了个影。 他说会照顾好家，让
我安心工作。 ” 逄锦说。

一天之内
她整理了全体队员资料
2 月 21 日，贵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出
征湖北省武汉市，支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医
疗救治。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治需要，到达
武汉后全力支援湖北开展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医疗救治工作。
队员们来自全省 59 家医疗单位， 接到
联络员工作后，逄锦立即对 170 名队员的名
单和履历进行了收集和编档，以便之后的工
作分配，“为了顺利分组， 到达武汉当晚，我
连夜整理了大家的资料。 ” 逄锦说。
2 月 23 日，具体安排下来了，队员们将
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参与重症和危
重症的抢救工作，170 名队员分为 4 个工作
小组，陆续进入病区支援、轮换或接替之前
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协调工作
她是8个病区间的“飞人”
随着大家陆续进入临床工作，贵州省第

逄锦
八批援鄂医疗队主要负责 8 个病区，而作为
联络员的逄锦，除了日常的护理工作，还要
往返于这 8 个病区，和队员们入住的三家酒
店，深入了解队员们的工作，协调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
在这样的工作量之下，逄锦在最初的一
个星期内，每天仅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
档案管理员，资料收集员，护理质量监
督员，撰写简报的宣传员……” 逄锦调侃着
说，当上联络员之后，为了服务好大家，让队
员安心工作，自己有了很多的身份。

寥寥数语感谢信
她感动不已
据悉，在武汉参与重症和危重症救护的
日子里， 队员们得到了患者的无数次表扬。
“在我这儿统计的共有 6 面锦旗和 21 封感
谢信。 ” 逄锦告诉记者，她感动最深的是一位
大学教授手写的感谢信。 “
这位老人虽然偏
瘫，但仍坚持用颤抖的手一字一句地写下了
自己的感谢之情，让我非常感动。 ” 逄锦说，
虽然只有寥寥数语， 也让老教授费尽了心
力，让人感受到了他说不出口的感激之情。

回家
她将陪孩子过4岁生日
回家了，让逄锦最庆幸的是没有错过孩
子的四岁生日，“娃娃的生日在四月下旬，去
的时候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能回来，如今踏上
家乡的土地，才让我感到安心，庆幸没有错
过陪孩子过生日的机会。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 楼：

抛售老酒“
鼠” 这价优
春节结束有一段时间了，为了响应国家复工复产
的号召， 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
正式复工，并推出“抛售老酒‘
鼠’ 这价优” 活动，凡是
来他这卖酒的市民，保证贵阳市更优收购价格，只要来
收藏馆成交的朋友，就送 100 元交通费。
孙建春先生介绍，近期海内外股市暴跌，股民纷
纷斩仓，老酒收藏也遭遇寒流，抛售老酒变现成市场主
流，贵阳不少市民纷纷出手家中老酒。 公司顶着风险，
筹措资金，高价收购新老茅台、习水大曲、平坝窖酒、安
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金沙窖酒等
贵州名酒。 特别是贵州茅台，更是青睐有加，其中包括
茅台生肖纪念酒、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地方国营
茅台、三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公司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

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
楼酒、汾酒、郎酒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
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一名老酒收藏爱好者和孙建春打过交道后说，孙
先生为人厚道、直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自从和他交
朋友以来， 他传授了不少收藏酒的知识， 让他受益匪
浅。 其他有喜欢老酒的朋友， 不妨来一起卖老酒交朋
友，规避酒市下行风险。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
传承酒文化，结交好友。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们，可以
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他将与大家品老酒吃美
食，分享其十多年品酒鉴酒经验。
联系电话 18685000755 0851-85666888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