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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尽的感谢 诉不完的情深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 （记者刘冀
冀）8月29日，海南日报新媒体推出微信
文章《感恩！海南多地群众热情欢送援
琼医疗队返程》，记录海南人民送别援琼
医疗队队员踏上归途的感人瞬间。

夹道欢送、鞠躬致谢……8月29日，
在海南万宁、定安、儋州、临高等市县，百
姓们自发送别省外援琼医疗队。援琼医
疗队队员也道不尽对海南的深情，还有
队员送上了亲笔画。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见习记者 苏杰德

8月29日，晨曦时分，在警车
一路护送下，满载着援琼医疗队员
的车辆从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
缓缓驶离。位于该镇的福建援琼
医疗队厦门队驻地的沿线街道两
侧，自发赶来的当地群众夹道挥旗
送别最美逆行者。

此刻，车里的医护、车外的群
众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展现笑脸与
谢意，口罩遮住了他们的大半张
脸，但彼此双眸里难掩泪水。“不怪
泪窝太浅，只因闽琼两地结下的情
谊很深。”福建援琼医疗队厦门队
副队长、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
理部主任朱海华说。

此前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长
达20天的一幕幕场景交织闪现在
医护人员眼前，一个个艰辛、感人
的片段交织涌上心头。8月7日，
在海南岛西南部，乐东疫情防控形
势日趋严峻；几乎同一时间，在千
里之外的福建鹭岛，一声令下，来
自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
的152名医护人员紧急集结，逆行
出征驰援海南！这一程，在飞机客
舱底下的货舱里，满载着至少可保
障该医疗队攻坚一个半月的疫情
防控物资。抵达海口美兰机场后，
医疗队又连夜转车驰骋200余公

里，在暮色四合中连夜抵达乐东。
该医疗队队长、厦门市卫健委

副主任许龙介绍，医疗队此行主要
负责核酸样本采集等工作，在抵达
乐东驻点当晚，医疗队立即成立厦
门援琼医疗队临时党支部，40名
党员成立5个党小组，同时组建党
员突击队、青年先锋队，吹响了厦
门医疗队战疫攻坚的号角。

医疗队各组队员第一时间分
赴各乡镇，协同当地有关部门提速
核酸样本采集工作。

“矿泉水、绿茶，还有现摘的
椰子水管够。”“米饭吃不下，那
就来点本地火龙果、蜜瓜、海南
粉、清补凉换个胃口。”在大安镇
昂外村，村党支部书记羊泽良想
尽办法让医护人员的餐食添了新
花样；在佛罗镇，当高温过后即是
一阵暴雨，核酸采样台已被一摊
浑浊泥水围困，当地村民见状自
觉地搬来砖头给医护人员垫脚，
还自发地搬来自家遮雨棚护住医
护物资……

据悉，同在乐东驰援的福建援
琼医疗队三明队共150余人，此轮
分赴乐东县九所、尖峰、黄流等5个
镇98个村庄，共计完成采样107万
份，当天也从乐东启程乘机返闽。

“爱拼才会赢，海南一定赢！加
油！”临行前，福建援琼医疗队还不
忘用闽南话喊出了对乐东及海南的
祝福。 （本报抱由8月29日电）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8月29日上午，儋州市运动员
村，叶群英在到儋州后头一回天色
大亮才出门。这些日子来，她都是
早上6时就登上了那辆熟悉的接
送大巴。而这一天，她上午9时才
上车。

这是四川省援琼医疗队儋州
核酸采样分队的离别时刻。四川
省宜宾市第四人民医院大外科护
士长叶群英就在其中。8月13日
凌晨4时，她和602名战友，从四
川抵达海南儋州，当天就投入到忙
碌的核酸采样工作中。

“到儋州后，我们顾不上休息，
马上就和儋州相关部门对接上，分
配具体采样任务，当天6时就出发
去采样。”叶群英向海南日报记者
透露，当时，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和
病毒赛跑，大家争分夺秒，只想着
早一点投入到抗疫中。到8月28
日晚，她和队员连续奋战16天，在
儋州完成采样超过200万人次。

其实，8月29日凌晨5时，叶群
英的“生物钟”就“响”了，还是那个
在儋州每天早已习惯的起床时间。
戴好口罩，打开房门，正准备冲出
去，她忽然停下了脚步，自顾自地
说：“今天不采样了，得回家了。”

8时，叶群英收拾好行李下楼。
让她没想到的是，还没走出驻地小
区大门，路两旁早已站满了当地自

发前来送行的群众，数百人挥舞着
小红旗，热情地向她们打招呼。叶
群英和队友们拎着行李，一边招手
一边说，“加油海南”“感谢，谢谢你
们”路旁众人大声喊道。

现场，儋州群众还唱起了调
声，很多人跑向叶群英和队友们合
影，定格下一幅幅美好画面。“感谢
你们，欢迎再来海南。”儋州市民徐
阳开心地和四川省援琼医疗队员
用手围成心形合影留念。他发出
邀请，“一定要到儋州旅游，我给你
们当导游。”“等到春暖花开，我们
一定再来。”队员们纷纷回道。

这条两三百米长的乘车路，四
川省援琼医疗队的队员走走停停，
和儋州群众合影、唱歌、跳舞……
时间过得飞快，上午9时，当最后
一批队员上车时，有群众唱起国
歌，大家挥舞红旗，跟着唱起来。

在路边，群众拉起“川琼一家
亲”“感谢最美逆行者”“云开疫散，
再聚儋州”等条幅，高喊：“感谢四
川，最美逆行，平安归去，儋州加
油。”大巴缓缓向前开着，车内，四
川援琼医疗队队员们不停地招手，
有的还一次次“比心”。

儋州环卫用“过水门”的最高
礼遇，送别四川援琼医疗队的队员
们。上午9时30分，最后一辆大
巴车驶过“水门”，阳光照耀下，一
道弧形彩虹映在天空。

（本报那大8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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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早晨6时，陕西援
琼医疗队医护人员隔着窗户向送别
群众“比心”表达感谢之情。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8月29日，儋州为山东省援
琼医疗队举行欢送仪式，向医疗队
员致以真挚感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谢谢！保重！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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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台上屏幕里，一帧帧感人画面，记录着12支
省外支援儋州医疗队员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身影；
台下，一句句真诚的感谢话语，道不完儋州人民的
感恩之情。

在儋州抗疫斗争最紧张的关键时刻，在儋州百
姓最需要的时候，12支省外医疗队临危受命、逆行
驰援，与儋州人民并肩作战、齐心抗疫，为儋州的疫
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8月29日下午，儋州市在市体育中心举行省
外支援儋州医疗队返程欢送仪式，向逆行战斗、不
畏艰险的援儋医疗队员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
的敬意。

今年8月初，儋州疫情突如其来。在这紧急
关头，来自四川、山东、广东（广州）、江苏、江西、广
西、福建、上海、湖北、湖南、陕西、山西等12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派出医疗队共5165人，千里迢迢，
星夜驰援儋州。

医疗队的专家组每日深入高风险区主战场，查
看现场，科学指导防疫工作；核酸采样队从凌晨到
日暮，克服台风暴雨、酷暑高温、语言不通等各种困
难，穿梭在社区、工地等一线采集样本；核酸检测队
员穿着厚厚的防护装备，24小时坚守实验室，连续
开展多达21轮次的核酸样本检测，超负荷完成了
1548多万人次样本检测；流调队争分夺秒，与病毒
赛跑，追溯源头，以最短的时间，梳理出病例的活动
轨迹，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密接者和次密接者；方舱
医疗队不分昼夜，驻守方舱，先后收治了全省4600
多名患者，短短20天，就治愈了2500余名患者。
儋州实现社会面高质量清零，他们功不可没。

由507名队员组成的山西医疗队8月16日晚
到达儋州后，接管儋州二号方舱医院C、F、G三个
舱。在舱内保安、保洁等后勤人员紧缺的情况下，
医护人员主动承担起保洁的任务，并在8月19日
顺利接收了500多名患者。

“儋州各个职能部门、志愿者给了我们很大的
支持。”山西支援儋州医疗队副领队张秀卿说，有
一位企业负责人，不但捐赠了很多爱心物资，动员
全家参与抗疫工作，还把一部车放在方舱医院，给
医疗队使用。“有这样的有担当有爱心的人民，我
相信儋州很快就能战胜这场疫情。”

上海支援儋州医疗队由上海九院120名医护
人员组成，参与儋州市核酸采样和病患诊治工作，
其中安排102名队员参与那大城区高风险区的核
酸采样，尽管又苦又累，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但
没有一名队员喊苦叫累。

“令我们感动的是，听说我们要离开了，这两
天有不少居民送来了自己制作的儋州特色小吃白
馍、咸水馍、凉粉等，大家吃在嘴里，暖在心里。”上
海九院内科护士长庄雷岚说。

美丽的海南岛，令人向往；热情的儋州人民，
让人感动。“儋州是一座热情又美丽的城市，我们
非常喜欢，等疫情过去，我一定会带领全家人来儋
州旅游。”张秀卿说，她跟几名志愿者约定，以后来
海南旅游时，一定要来儋州，和志愿者们聚一聚。

（本报那大8月29日电）

守望相助 感谢有你

■ 本报记者 马珂 昂颖 李艳玫 李豌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感谢大白，奋不顾身护我们平安！”

“感恩朋友，只盼疫情散去，可早日重逢！”8
月29日，近7000名援琼医疗队队员完成使
命陆续返程，海南老百姓纷纷自发上街夹
道相送，感谢这些用生命守护生命的逆行
英雄。

8月29日，支援临高的福建、江苏、湖
南援琼医疗队陆续撤离。在临高县临城镇
的文明东路上，当地百姓自发站成了两排，
手握红旗，夹道相送。

送行的百姓中，一个姑娘面对着每一
辆大巴车，深情鞠躬致谢，直至所有大巴离

开。
姑娘名叫苏潆，是临高县艺术团办公

室主任。得知医疗队早上8：30分要离开
的消息，苏潆早上7：30分便站在车队必经
之路上等待。

“我到时，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了。我
们都是为了送行而来！”苏潆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她是临高人，这次疫情让临高按下了

“暂停键”，这也是临高人从未经历过的。
“看到省外援助的医疗队来到临高，心里就
踏实了！”苏潆说，她虽然并不认识那些援
琼医护，但是她和每一个临高人都一样，从
心底感谢他们的奉献。

“白衣执甲、护佑安康；手足情深、感谢
有您！”“谢谢你们逆行疫区前线，谢谢你们

英勇无畏的奋战，有你们在，就心安！”8月
29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热闹非凡，欢送各
兄弟省份驰援海南医疗队现场，暖心的条
幅、鲜艳的锦旗，传递着海南人民的感激与
不舍。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发热门诊护士方文
生，是援琼抗疫先锋的一员。自海南战

“疫”打响后，他义无反顾随队驰援，与核酸
检测采集队友们奋战在一线近20天。方文
生告诉记者，每当受检村民在采样结束后
表达感谢，或像老朋友一样叮嘱医务人员
注意防护时，他心里感觉很温暖。

“感谢江西逆行驰援”“致敬英雄凯旋
平安”……8月29日上午8时许，在定安县
定城镇见龙大道，送别的声音此起彼伏。

数百名群众在道路两侧排成一列，饱含深
情地向即将返程的江西援琼医疗队挥手祝
福。

“每一次采样过程中，当地的人总是想
方设法地给我们‘投食’，清补凉、椰子糕、
定安粽子……”江西援琼医疗队队员、江西
南华医药公司工程师孙青松笑着说，在定
安支援的这半个月里，定安人民的热情与
纯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机会我会
带着家人再来海南，看海南美景，品海南美
食！”孙青松说。

8月29日上午9时，五指山市河南东路
丽景湾酒店驻地，当地上百名群众手持国
旗和横幅，在道路两侧欢送四川、安徽2支
医疗队。送行人群齐声喊着：感谢你们、你

们辛苦了、欢迎再来五指山……
近一个月时间里，四川、安徽、河南南

阳3支医疗队伍同五指山市当地医务人员
一起，承担着全市11万名群众的全员核酸
采集、检测和部分医疗服务任务。

“在一次下乡做全员核酸采集时，一
位小女孩跑过来对我说谢谢你，还送了我
一枝花，那一瞬间，我特别感动，觉得我们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四川援琼队员王婷
说。

在道路旁，市民吴海花控制不住自己
的眼泪，“他们来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深夜还不能休息，真的很感谢他
们。”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

海南多地送别援琼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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