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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鏖战48天，队员们和当地医护以
及患者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临行前，武汉市
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特意来到驻地为医疗队
送行，泪水、拥抱、祝福……

当从飞机上看到龙江的黑土地时，蒋传路
说：“那一刻所有人都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真
的是到家了的感觉。下飞机看到熟悉的领导、
同事们一张张亲切的笑脸，如此高规格的欢迎
仪式，忍不住想大哭一场。”在武汉的那些日
子，一直被压力占据，蒋传路每天凌晨两点都

会准时醒来。如今任务圆满完成，队员们一个
不少地回来了，返乡的第一晚，蒋传路睡了48
天来的第一个好觉。“武汉的这段支援经历既
难得又宝贵，我们和来自全国的兄弟医院共同
战斗，对团队来说是一次成长和历练，队员们
都说回来后对家乡、对医院比以前更热爱了。”

4月1日，蒋传路和护理队长商量，组织队
员们隔离期间开展业务学习，重拾本行。“现在
医疗队最大的任务是把隔离做好，调整好状
态，重新回归平淡的工作和生活。”

看到黑土地时热泪盈眶“我们一个不少地回家了”

3月19日，李莉莉和同事们从武
汉返回牡丹江，统一安排在宾馆进行
隔离。李莉莉说，回来之后踏实的不
仅是心情更是胃口。“实在是想念家乡
的饭菜。”在宾馆隔离不能外出的她，
看到丰盛的隔离餐就萌生了当吃播的
想法。

“初衷是想感谢为我们准备这些
食物的人们，也是为了让家里人、朋友
和关心我的人知道我们过得很好。”李
莉莉说，“十分想念东北大米肉嘟嘟的
口感，而且这一个月真的特别想吃羊

肉串儿、锅包肉、蘸酱菜、麻辣烫、红肠
……没想到，在宾馆隔离期间就都吃
到了，真是幸福得想哭。”

更没想到的是，她的视频分享也
引来了无数网友的点赞。“伙食真不错
啊！”“你们辛苦了，回家了好好休息”

“这些东北菜看着太香了……”李莉莉
告诉记者，到4月3日她们的隔离期就
结束了。说到这儿她笑了，家人都等
着她回去，“我都不知道现在女儿几斤
了，真是失职，希望能早点回家，谢谢
他们，再好好抱抱孩子。”

吃播隔离餐 网友都说“东北菜太香了”

本报记者专访我省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副领队、哈医大二院副院长蒋传路

我们与急危重症我们与急危重症““硬磕硬磕””的的4848天天

2 月 13日深夜，蒋传路
率领哈医大二院医疗队抵达
武汉后，不到20个小时便进
驻医院，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
一医院 16楼的两个重症病
区。“虽然出征前就知道武汉
疫情严重，但是不亲眼看真的
体会不到那种程度。”蒋传路
说，仅2月14日一晚，他们就
接收了55个危重病人，“我从
医30多年了，从没见过这样
的场景。”

而蒋传路是队员们的主
心骨，关键时候得沉得住气。

凭借多年神经外科工作练就
的过硬心理素质和应急能力，
他果断排兵布阵，带领队员接
诊、询问病史、查体、紧张救援
……直到15日凌晨4时，连
续20多个小时，蒋传路才与
第一批队员返回驻地。短暂
休息过后返场再战，仅两天时
间，医疗队的两个病区就收满
了73名患者。

“刚刚接手病房，是最累
的一天，我们意识到这不是普
通的救治，而是一场战役！”蒋
传路回忆。

一晚接收55个重患

“这不是普通的救治，而是一场战役”

2月25日上午10时，武汉第一医院门前
一片欢声笑语，医患双眼含泪，依依惜别，互道
珍重。经过11天的奋战，哈医大二院第二批
支援武汉医疗队送走了首批出院患者，蒋传路
的眼角湿润了，“那一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一
切都值了。”

欢送仪式上有个细节，在和出院患者握手

告别时，蒋传路并没有戴上手套。很多朋友从
新闻报道上看到照片后，纷纷给他发来问候。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给武汉患者传递一种
信心和温度：你们的病治好了，我们和你们在
一起。”蒋传路说，“我相信，我们不只是一支医
疗队，更是宣传队和播种机，要把哈医大二院
和龙江人民的精神与温度传递出去。”

不戴手套和出院患者握手“希望传递信心和温度”

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奋战的34天里，蒋传
路带领队员们累计收治患者89人，治愈出院
81人，转院5人，治愈率96.4%，医务人员零感
染。圆满完成首个阵地的援助任务后，团队
160人写下请战书，决定继续留在武汉一线坚
持抗疫。“当看到请战书上，全体队员一个不少
按下红手印时，我心里真的挺感动的。”蒋传路
说，他们有三分之二是80后、90后，在父母眼
中还是孩子，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我为他们

感到骄傲。
“在受援医院十支医疗队中，哈医大二院

医疗队无论从病例书写、急危重症的救治等方
面，均名列前茅，后来被国家卫健委选中，转战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肩负起对武汉剩余的
危重症患者进行救治的重任。”二次逆行，哈医
大二院的成绩单依然漂亮，共收治患者21人，
治愈出院7人，转院1人，重症与危重症患者占
所有患者的75%以上。

二次逆行全员请战“为这些80后90后感到骄傲”

羊肉串儿、锅包肉、蘸酱菜、红肠……宁安支援武汉女医生李莉莉

回来宾馆隔离变“吃播博主”

“想念的东北菜都吃到啦”
生活报讯“烤羊肉串、锅包肉、红肠、烤包子……”近日，我省宁安人民医院支援武汉的医生李莉莉返程

后，在宾馆隔离期间变身吃播博主，每天给大家展示自己的隔离餐，获得无数网友点赞。1日，记者连线了
还在宾馆隔离期间的李莉莉，提起变成吃播博主的事儿，开朗的她乐得很大声，“其实最初就是觉得隔离期
很无聊，想做点事情，然后想把政府和酒店人员对我们的关照发出去，让家人朋友看到我们过得很好。”

85年出生的李莉莉是黑龙江省宁
安市人民医院的一名主治医师，在全省
选派医疗团队支援湖北时早早报了名，
成为我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的一员。

她们支援的是武汉沌口方舱医院，2
月17日21时30分，李莉莉和其他四名
队员第一批入舱。当时33名患者已经收
入舱内，记录、护理、巡视，每位患者要挨
个进行床前测量等一系列信息采集。李
莉莉说，说不紧张是骗人的，但是在和病

人的交流中她渐渐平静下来，“在武汉感
觉到这个城市的力量，虽然每天都紧张又
辛苦，但患者的一句‘谢谢你们，从黑龙江
跨过半个中国来帮助我们’，心里就充满
了力量。”

李莉莉说她最惦记的就是小女儿，
为了来武汉，她提前给11个月的女儿断
了母乳。想孩子的时候只能视频看两
眼。在武汉的第18天，是女儿一周岁生
日，隔着屏幕，她亲了亲女儿的小脸。

支援一个月 提前给女儿断了母乳

生活报记者 霍营
4月1日是我省第四批援鄂医疗队返乡的第一天，上午，记者同医疗队副领队、哈医大二院副院长

蒋传路连线时，他告诉记者，“回家的感觉真好。”2月13日，蒋传路带领哈医大二院第二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的160名队员驰援武汉，先后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两个阵地作战。回想起
与急危重症“硬磕”的48天，蒋传路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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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护工护理：半自理、不
自理老人、重症卧床病人。
地址：南岗区西大桥骨伤科
医院旁紧邻地铁一号线。

老年
公寓
电话微信同步17545573238

回收求购回收求购
★高价收电线电缆★
电机、电焊机、发电机组、建筑
设备、配电柜、不锈钢制冷、变
压器、旧设备、积压物资等。

13936290828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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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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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中缝声明
企业招聘

丢失声明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公示

哈尔滨市双城区晟瑞热力公司
调峰热源项目在哈尔滨市双城区变
压器路（原双城变压器有限公司），
向周边可能受到环境影响的个人及
团体征求意见。公众可到双城市晟
瑞热力供应有限公司（电话：
18346587494，邮箱：srrlgs001@
163.com）查阅报告书。意见稿全
文及公众意见链接：http://www.
shzhidao.cn/system/2020/03/31/
010438980.shtml。

★ 哈尔滨市香坊区同喜综合
仓买店，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230110MA19JM8013。

特此声明作废

第963医院药品配送企
业遴选公告

根据上级要求，为规范医院药
品配送工作，提高配送效率，明晰
配送责任，保证配送质量，凡是在
黑龙江省药品供应配送平台注册
登记，符合配送相关资质(三资)，驻
地在哈尔滨市、佳木斯市的合法公
司，均可参加。报名截止时间:
2020年4月7日16时前。联系人:
张宁，电话:13351662486。

2020年4月2日

★ 本人李卫星，身份证号：
33262419820430091X 不慎将
道外区团结镇，团结东西路20—
团结南北路23，团结东西路21，
团结南北路19，9栋2单元12层
1201 号，购房合同丢失，合同
号：19599076562。

特此声明作废

★ 哈尔滨仁良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11MA1BM7D192。

特此声明作废

★ 王健，春节假期不慎将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丢失，
证号黑军A000870号。

特此声明作废

★ 本人曹云鹤不慎将哈尔滨
汇宏兴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汇
宏时代广场1号楼2单元1301
室的购房合同丢失，合同编号
19976718088。

特此声明

一元养老公寓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好，住的
好，玩的好，照护好，交通便利，配套齐全，
药店、洗衣房、食堂、护士站、老年大学、
琴棋书画特色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
动电视、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乘坐57.58.82路区间车直达

声 明
哈尔滨市南岗区永兴路67

号红星城小区2栋1单元21层4
门，不动产权证号（2018）第
0311779号房产，不动产权证所
有权人沈振洋，该套房产存在权
属争议。声明人已向市不动产
管理中心提出异议。请欲购买
人注意，勿上当受骗。

声明人：沈悦
2020年4月2日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1日，记者
从哈尔滨新区政府获悉，3月30日，哈
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发布了《关
于有序恢复餐饮业（堂食）常态化经营
的若干规定》，今后，除婚宴、庆典宴会
等大型聚餐活动暂缓放开外，所有饭
店、宾馆、酒店不设限制，有序恢复（堂
食）常态化经营。

据了解，在餐饮业恢复（堂食）常

态化经营过程中，主要是推行堂食用
餐履行“代表承诺”制。3人以上就餐
通过就餐代表填报《就餐信息卡》方式
来保证同行用餐人员在近14天内没
有异常情况。《就餐信息卡》主要信息
内容包括：用餐代表（姓名）、身份证
号、用餐人数、联系电话、同行人员是
否为“绿码”、是否发烧、咳嗽、是否境
外返回，让就餐代表来保证同行就餐

人员“绿码”健康身份。宾馆、酒店、饭
店（包房）举行的会议就餐等活动，由
会议组织方详细记录参会人员信息，
并履行“代表承诺”责任，对真实性负
责。

为减少就餐人员排队等候时间，
实行就餐人员落座扫码，由经营者在
餐桌旁方便的位置张贴“龙江健康
码”。同时，餐饮经营者要履行主体责

任，严格落实防疫消杀、公筷公勺等规
定，严格做好“一单一卡”登记备案、账
单留存。每日即时将《就餐信息卡》整
理推送至哈尔滨新区大数据中心，大
数据中心对餐饮经营者推送的信息进
行登记、筛查鉴定。相关政府部门将
全面落实市场监管巡查责任，核查餐
饮经营者对《就餐信息卡》日常填报落
实情况。

哈尔滨松北率先取消堂食限制
落座扫码 超3人需填报就餐信息卡

生活报讯 1日，《黑龙
江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全省中
小学校2020年春季学期开
学工作的通知》发布，要求
各中小学开学后实行封闭式
管理，校园按照“网格化”要
求，实行划区划片管理，鼓
励家长为学生配餐。

高中（中职）、初中毕业
年级开学后，学校实行封闭
式管理，家长和与学生学
习、生活保障无关人员一律
不得进入校园；用好龙江健
康码，师生员工入校必须配
戴口罩，一律核验身份和检

测体温；原则上学校要把大
班额划分成小班额上课；寄
宿制学校要适当扩大学生集
体宿舍床位间距；学校用餐
采取错时和盒饭分餐等方
式，鼓励家长为学生配餐；
校园按照“网格化”要求，实
行划区划片管理，指定学生
课外活动区域、进出线路，
引导学生错时分区活动；学
校可实行错时上学放学，在
校外划定家长等待区域，按
时接送、即接即走、避免聚
集。中小学其他年级开学
后，根据疫情防控实际由市

地对校园防控措施作出调整
安排。

开学后，校内师生员工
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可
疑症状，应及时隔离并安排
就医；发现确诊病例的学校，
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以班
级为单位，确定防控管理场
所，排查甄别密切接触人员，
严格采取消毒隔离等针对性
防控措施。同时做好流感、
肺结核等春季
高发呼吸道传
染病症防控和
分类指导。

我省中小学开学后封闭式管理

指定课外活动区域 进出线路

生活报讯（记者王萌）1日，省纪
委监委网站消息，今年清明节正值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快推进复工复产
的关键时期。为不断巩固疫情防控工
作成果，持续发力纠治“四风”，现对全
省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提出如下纪律
要求：

一、带头遵守疫情防控期间祭扫
有关要求，不组织或参与现场祭扫等
群体性聚集活动。

二、带头移风易俗，不在城市道
路、居民区等公共场所焚烧冥纸、冥币
等祭祀用品，不参与封建迷信活动。

三、带头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严禁
耍特权、搞特殊。

四、带头抓好疫情防控值班值守，
不得脱岗、空岗、漏岗。

五、带头遵规守纪，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确保廉
洁过节。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守住
重要节点，强化监督检查，对顶风违
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典型案
件一律公开曝光，持续巩固拓展作风
建设成效，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纪律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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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清明节期间要做到这5点
市民三方式可举报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为方便广
大驾驶人办理违法记分审验教育学
习，实现驾驶人通过互联网进行审验
教育的预约、学习、办理审验业务，改
变以往只能现场学、现场办的模式，哈
尔滨市公安交警支队决定，从4月1日
起在黑龙江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
平台开通网上审验教育业务。

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9
至11分的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和校
车驾驶人，以及持有其他准驾车型驾
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
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驾驶证的驾驶

人，必须参加现场审验教育学习。目
前，全市各辖区大队满分审验现场教
育工作处于暂停阶段，平台也未开通
网上预约现场教育功能。待恢复现场
教育后，将及时面向社会进行公布。

◎适用驾驶人：持有大型客车、牵
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
车驾驶证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
到8分以下（含8分）的驾驶人，可以选
择网络教育。以上驾驶人须为互联网
服务平台或交管12123注册用户。

◎学习时间：学习时间累计 3 小
时以上。每天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一个

小时，连续
三天完成学
习。也可在
一天之内学
习三个小时
直接完成审
验要求的学时。

◎申请方式：驾驶人登录“交管
12123”手机 APP 办理审验教育申请，
在申请时必须先注册成为“互联网平
台个人用户”。（注意：申请人要在学习
前，确保本人交通违法或交通事故已
经处理完毕，否则无法通过审验。）

这些冰城驾驶人可申请网上审验教育

生活报讯 1日，记者从省医疗保
障局获悉，《关于开展黑龙江省大学生

“两城一家”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
通知》印发，就大学生开展“两城一家”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大学生在学校参
保所在地和家庭所在地就医时均可以
进行医疗保险直接结算。

《通知》要求，各级医保部门采取
统一将在校大学生备案至其家庭居住
地或大学生在家庭居住地有就医需求
时进行电话/网上备案方式，积极为大
学生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将其备
案为“异地长期居住”，确保实现大学
生在就医地与参保地（家乡和大学所
在地）都能实现直接结算并享受同等
待遇。

大学生在家就医
能医保直接结算

扫码看申请、学习操
作流程及遵守规则

生活报讯（魏振宏 记者王萌）1
日上午，我省召开了全省森林草原防
火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下午，哈尔滨市
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
清明节战役工作视频会议，严防森林
火灾。

据介绍，进入春季防火期以来，我
省天气持续转暖，大风、干燥天数增
多。全省会议要求，各级林草部门一
定要通过联防、联治、联保，设置路卡
检查等措施，严管、严查、野外火源和
严惩肇事者，切实管住人、管住火，确
保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强化对上坟
祭奠和进山踏青等重点人员的管理。
哈市会议要求，健全林草、气象等多部
门会商和联动机制，利用卫星监测、天
空巡航、塔台瞭望、地面巡护等人防技
防手段，建立“天空地一体化”24小时
监测体系，提高森林火险预测预报精
度，紧盯祭祀场所等重点部位全天候
死看死守。

我省严防森林草原火灾

强化进山踏青等
重点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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