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民高喊“谢谢你们！”

本报讯 昨日， 贵州省第八批援

鄂医疗队、177名医务人员乘机从武

汉凯旋。 当天的武汉下起了大雨。 雨

中，援鄂医疗队队员含泪与武汉市民

告别。武汉市民挥手大喊：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昨日上午 11时许， 武汉下起了

大雨。 在武昌东湖大厦前，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为贵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

队医务人员举行了欢送仪式。

尽管下着大雨，许多武汉市民还

是前来送行。 “谢谢你，为我们把病

毒击退了”“笑靥还了， 看那厢樱花

都开了”……一幅幅标语背后，是武

汉人对贵州医疗队真心的感谢。

在现场， 还有不少武汉市民装

扮成了机器猫、海绵宝宝、大白等卡

通人物， 用这样的形式为贵州医疗

队送行。 欢送仪式的现场，周边楼栋

的居民们纷纷来到了窗前， 对着贵

州医疗队队员高喊：“谢谢你们，你

们辛苦了！ ”

这句话， 让贵州省第八批援鄂

医疗队队员、 贵州省肿瘤医院呼吸

科的护士长杨菊玉瞬间流下热泪。

这一天的武汉，与贵州医疗队刚到

时截然不同。 刚到武汉时，这座城市虽

然很大，但是没有人、没有车，感觉不到

生机，现在樱花开了，贵州省第八批援

鄂医疗队队员、贵州省肿瘤医院 ICU护

士长高光远说，自 3月 23日开始，武汉

市内的交通在逐渐恢复，24日，他去医

院上班时还遇见了堵车，这让他感到这

座城市的活力正在慢慢地回来。

离开武汉居住的酒店时， 高光

远在打扫好房间卫生后， 给酒店工

作人员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这

样写道： 感谢你们一个多月来对我

们的付出，欢迎你们来贵州。

坐上前往机场的大巴后， 看着

路边的樱花， 高光远心里涌上一阵

暖意，虽然不能马上下车拍照，但他

暗暗告诉自己：等疫情过去，一定要

再回来看看。 （李慧超）

贵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泪别武汉

■相关链接

3月 25日下午，拖着行李箱，湄

潭姑娘杜富佳走出机场大厅， 转乘

大巴车前往指定的酒店。

“好，好，回来就好，我们等着你

回家。 ” 两百公里外，接到女儿平安

归来的消息，母亲李合兰满心欢喜。

2月 21日， 作为贵州第八批援

鄂医疗队的一员， 杜富佳抵达湖北

武汉“战”疫一线。

尽管， 出发前已有充分思想准

备，也做了很多“功课” ，但真正踏

入医院的病房， 杜富佳还是感受到

压力，并一直持续到援鄂结束。 “主

要是担心做不好工作， 也担心自己

被感染。” 她说，做好自身防护，是医

疗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保护好自己， 就是保护战斗

力” ， 这是贵州援鄂医疗队出发时，

省委、省政府对医疗队的要求。

为了保护好医务人员，在“战”

疫一线，进入感染病区的医务人员，

被要求穿三层防护服。 每穿、脱一次

防护服，需要两个多小时。

“每完成一个环节，都要认真洗

一次手。 ” 她说，一天下来，光穿、脱

防护服，至少要洗手 10多次。

杜富佳所在的医疗队， 有 100

多人。 他们分成多个班，每班工作 6

小时。最多时，同时照顾的患者有 30

多人。 这其中，有相当部分送来时是

重症患者，但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

都逐渐转为轻症病人，或先后出院。

“这主要得益于他们配合治疗，

有的还很乐观。 ” 杜富佳说。

给她留下较深影印象的患者张

阿姨，年近 60 岁，刚转到杜富佳所

在的病区时，是一位重症患者。 “她

却常和我讲笑话，还说要来贵州、来

我家玩。 ” 她说。

像张阿姨这样的患者， 还有很

多。 他们出院时，无一例外地通过医

务人员，向贵州人民表达谢意。

因为工作表现突出， 杜富佳跟

一批援鄂医疗队员被批准火线入

党。 去年 7月，杜富佳向医院党委递

交了入党申请。

幸福不止于此。 返回前两天，她

还见到了李兰娟院士， 并与之合影

留念。 “她是国家栋梁，是我学习的

榜样。 ” 杜富佳兴奋地说，能跟李兰

娟院士合影，她感到十分荣幸。

3月 24日晚， 正在武汉休整的

杜富佳，接到将撤回贵州的消息，她

第一时间给家人们打了电话。

“等回到家，我要先喝一杯今年

的新茶，要去茶坡看樱花。 ” 她说。

在杜富佳援鄂的这段时间，家

乡湄潭的春茶，已经上市。 茶园里的

樱花，正在怒放，吸引着各地游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回来后，我要先喝一杯今年的新茶”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特别报道

3

编辑／版式 杨源 校对／ 缪恺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

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办发[2016]49 号）精

神， 我馆已于 2019年 12月 1日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对 1986 年至 1998 年收取的竣工档案保证

金未退还部分（因未按规定移交合格的工程竣

工档案）进行了集中清退。

按照《专项工作方案》的要求，再次登报公

告，请各相关单位携带以下材料于 2020 年 4 月

30日前，前往我馆办理档案保证金退还手续。

1.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授权委托书

3.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交纳城建档案保证金收据

5.接收退款单位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6.新开收到清退保证金收据

7.若退款单位有变更的需提供变更资料

注：以上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办理单位公章，

提供材料必须真实， 申请退款单位如隐瞒真实

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的， 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清退工作截止时间为 2020年 4月 30日。

“城建档案保证金” 未退建设单位（项目）

明细表， 详见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

http://zhujianju.guiyang.gov.cn

��������联系人：黄怡

联系电话：0851-86766326

贵阳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关于开展

“城建档案保证金清理清退”专项工作的公告

贵阳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2020年 3月 23日

一声问候一份情 疫情之中见真情 ———

北京茅台收藏馆返筑开展老酒鉴定收购

“疫情过后，市民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我们回来

了！ ” 3月 27日开始 ，北京茅台收藏馆返回贵阳，开展

老酒鉴定变现活动。 此次，收藏馆承诺继续以全国较高

价收购老酒，在疫情期间，为市民提供附加服务，并为

每位前来的市民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新春礼物。

经历疫情 老酒价格持续走低

此次疫情给老酒行业带来了很大冲击。 一是疫情

影响下，新酒价格下降，老酒价格持续走低，使得原来

“收藏老酒越老越值钱” 的观念加快转变。 更多老酒持

有者开始选择尽快将老酒变现，转移自身风险。 二是去

年《陈年白酒收藏评价指标体系》团体标准发布后，陈

年白酒收藏评价认证无法可依、 无据可查的现状正在

改变，加上这段疫情期间，许多收购老酒的商家机构停

止活动，导致资金紧张，有的无法维持运转，而退出这

个行业。 从事老酒行业的商家在减少，选择老酒变现的

人越来越多。 供求矛盾凸显，行业面临大洗牌。

压力虽大 收藏馆初心不改

北京茅台收藏馆进入贵阳开展老酒收购鉴定已有

3年多了，在市民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疫情期

间，收藏馆鉴酒专家接到不少市民打来电话，询问身体

状况，这令专家们深受感动。 目前，收藏馆虽然自身发

展面临困难， 但出于对老酒行业的热爱和筹建茅台收

藏陈列馆的愿望，决定要坚持干下去。 此次返回贵阳，

了解到不少市民由于疫情导致资金紧张， 特向市民承

诺收购老酒价格不降低，并根据老酒变现的成交金额，

再额外提供“复工复产补助金” ，尽最大努力解市民的

燃眉之急。 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服务，市民可到

现场咨询。

目前，收藏馆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哪位市民

能抢得鼠年头彩？ 我们拭目以待！

地址：枣山路 95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本报综合消息 3 月 25 日，援

助武汉的最后一批贵州医疗队（贵

州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从武汉撤

离抵达贵阳！

贵州医疗队员专业、 拼搏、奉

献的精神不仅感动了武汉人民，也

让李兰娟院士记忆深刻。

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员撤离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前，李兰娟院士亲

切话别队员们：“贵州医疗队表现

很好！ 等疫情过后，我也想去贵州

尝尝酸汤鱼、肠旺面，逛逛黄果树、

甲秀楼，还有神奇美丽的梵净山！”

李兰娟院士勉励所有队员回

去后继续努力学习，细心工作，提高

专业技术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这可不是院士第一次表扬咱

们贵州！

3月 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高

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及团队成员，远程会诊贵州

医疗队在鄂州市中心医院救治的 1

例 ECMO 技术支持的危重症患

者。 李兰娟院士听取贵州医疗队救

治工作汇报后，充分肯定了贵州医

疗队的做法。

除了共同救治患者，李兰娟院

士还和贵州援鄂医疗队队员共栽

感恩树！ （张梅）

称疫情过后想来贵州尝尝酸汤鱼、肠旺面

贵州援鄂医务人员杜富佳：

每次，队员们在进入病房前，黔东

南州人民医院的护士长黄毅，总要仔细

检查每名队员穿好防护服、 隔离衣，确

保万无一失后，才将队友送进病区。 她

被队友们亲切地称为：黄妈妈。

回想在武汉的日日夜夜， 黄毅双

眼充满着温情。

她说，3月 12日，是交通车载着她

与队友从驻地驶住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东院区的时间。 因为路途长，车程要将

近 50多分钟。当班的司机周师傅，常常

会在去医院时尽量开快一点，回来时则

将车开慢一些。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

上班都很辛苦，看到你们那么累，我就

想我开慢一点，这样你们可以在我的车

上多小憩一会儿。

当天，一部分队员要赶中午 12 点

的班， 交通车因故障在中途抛锚耽搁

了一下。另一辆交通车来后，吴师傅起

身给队员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对

不起，这么冷的天，让你们在外面等了

这么长时间， 谢谢你们大老远地到武

汉来帮助我们！ 吴师傅最后含泪走了，

队员们也都是含着泪上的转运车。

黄毅说，每个人都是这场战疫中的

战士，只是战场不同。 在这座英雄的城

市里，有好多为了这场战疫而默默奉献

的人，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每一个人，

都值得温柔以待”

护士长黄毅：

刘名蓉是黔东南州人民医院急诊

科的护师。 3 月 13 日，她换好防护服

便进入了病房，因为 13 床的病人刚拔

出气管插管没两天， 还在使用无创呼

吸机与 ECMO 治疗， 需专人陪护，组

长安排她负责护理。

这个患者因觉得有些寂寞， 想听

听音乐，想用喜马拉雅听书。这个要求

对于刘名蓉来说感到特别好，因为，这

是患者意识恢复的反应。

患者的名字很好听，有点像“Angela�

”的发音，大家都亲切称呼她“Angela” 。

听到这样的称呼，患者也很开心。

Angela觉得护士太辛苦，有次饿了

也不好意思说，刘名蓉发现后，叫她不要

有顾虑，有什么需求可直接叫她，说自己

就是代替她的家人来照顾她的。

听着 Angela一声声的“谢谢” ，刘

名蓉心里感到特别地温暖。

33天支援武汉的经历， 对于刘名

蓉来说，既艰辛又温暖。 其中，有来自

团队的温暖，有来自病人的温暖，更有

来自武汉人民的温暖。 ■吴如雄

“33天的支援，

感受各种温暖”

刘名蓉护师：

■延伸阅读

贵州援鄂医疗队队员与李兰娟院士合影

李兰娟院士点赞贵州医疗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