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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武汉传来战“疫”捷报：34
名康复者“出舱”！这是首批“方舱医院”患
者康复出院。

“方舱医院”被寄望给整个抗击新冠肺炎
战“疫”带来拐点。谁能想象，武汉客厅

“方舱医院”是在不到3天内建成的。

“这是共产党员的使命！这
是中铁人的责任！”

2月4日早上，一份请战书交到了中国中
铁四局机电公司党委书记张庆祥面前。

“我积极主动请战，参加武汉客厅‘方舱
医院’建设！”

在请战书上，李亮第一个签下自己的
名字。

这位中铁四局机电公司副总级项目经理
说话直率：“这是共产党员的使命！这是中铁
人的责任！”

作为“逆行”的勇士，在连续参与援建
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之后，中国中铁建
设者再次出征，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书写奋
斗者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说：“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
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
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
行禁止。”

疫情爆发后，中国中铁党委召开党委常
委会议，号召所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克
服一切困难，不讲条件、不计代价，全力以
赴服务全国疫情防控大局。

2月 4日凌晨 2时，位于武汉的中铁四局
机电公司湖北分公司接上级通知，迅速组建
队伍并于当日到达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参
与建设。

中铁四局机电公司立即组织精干力量，
成立援建筹备领导小组，安排部署援建工作
的各个环节。

李亮受命担任中铁四局援建突击队队
长，带队驰援“方舱医院”建设。接到任
务，他赶紧拨通了同事的电话：“方舱医院建
设需要支援，请加入援建突击队！”

时间紧、任务重，又是特殊时期，李亮

做好一遍遍动员的准备。但让他没想到的
是，任务一下，一呼百应。

2月4日，天空飘下雨丝，武汉迎来一个
湿冷的清晨。先期参加援建的中铁四局29人
集结完毕，准备赶往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施工现场。

碰面后，大家话很少。一对视，看到的
是彼此灼灼的目光。出发前，所有人一致决
定，签下请战书。

“写下名字的那刻，心里有义无反顾的力
量涌出来！”中铁四局机电公司武汉分公司安
全总监王洪雷说。

响应号召参建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到
2月4日8时，中铁四局已有50人到达施工现
场，火速投入建设。摆放床位、分离通道、
安装电路……每个人都在同时间赛跑。

在前线战斗的不止中铁四局。
2月4日凌晨，王家亮期盼的机会来了！
此前一天的2月3日，武汉地铁公司要求

中铁六局武汉地铁 16 号线项目部紧急选派 5
名机电安装人员支援武汉火神山新型肺炎专
科医院机电安装工作。

接到通知，中铁六局武汉地铁16号线项
目部党支部书记王家亮摩拳擦掌以待出征。
但是，因专业不对口，王家亮被排除在应征
人员之外，这让他很懊恼。

2月4日凌晨，王家亮又接到武汉地铁公
司紧急通知，立即抽调人员火速支援武汉会
展中心“方舱医院”建设。

这时，中铁六局火神山支援小队已完成
施工任务，返回驻地。王家亮第一时间着手
调整支援小队人员结构，重新组建了由17名
机电安装技术人员和木工组成的中铁六局

“方舱医院”支援小队，由他自己带队，奔赴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疫情当前，中铁六局武汉地铁16号线项
目部春节值班安全员白承恩自告奋勇，主动
承担了运送支援小队成员和物资的任务。

“我主要负责项目部防疫用品采购和发放
工作。”“90 后”白承恩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虽然戴着口罩，但总能看到他眼角泛起的
弧度，“我来武汉一年了，已经爱上了这座
城市。希望她尽快好起来，相信她一定会好

起来。”
车子很快到了施工现场。武汉国际会展

中心紧邻抗疫最前沿的武汉协和医院，那里
收治了大量疫情重症患者，在此施工，被感
染风险大。凝重的气氛笼罩着中铁六局“方
舱医院”支援小队。

为了鼓舞士气，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范尊
峰，这个刚完成火神山医院建设任务的支援
小队长，再次主动请战：“我有支援火神山医
院建设的经验，申请继续参加‘方舱医院’
建设，感染的风险大不代表一定会感染，只
要做好防护就没问题。”

为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王家亮开始讲
述战争英雄的故事和身边党员的先进事迹。

“只顾着盯手中的活儿，一会就忘记了害
怕。”精神高度集中，施工紧张忙碌，这使范
尊峰几乎忽略了不那么安全的环境。

两个23小时。能不吃东西
就不吃，能不喝水就不喝

一份份火热滚烫的请战申请，一声声坚
定有力的铮铮誓言，一张张党旗下的坚毅脸
庞，一个个逆行向前的抗疫身影，中国中铁
建设者一次次推高工程建设极限的新刻度，
诠释着央企的责任与担当。

“真正到达现场之后，能够感受到的只有
震撼。”中铁隧道局抗疫突击队带队的副总经
理郭海军说，在施工现场，有人指挥统筹，
有人运送物资，有人负责建设，人人各司其
职，都只为了心中共同的目标——早日建成

“方舱医院”。
“ 看 到 这 种 场 景 ， 我 内 心 充 满 了 力

量。”说这话的时候，郭海军的声音都变得
更浑厚了。

赶赴施工现场后，中铁四局援建突击队
迅速成立项目临时党支部并召开会议，决定
组建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

临时党支部采取一名领导干部带一、二
名青年技术人员，一名党员带好身边三或四
名普通员工的形式，成立了测量组、电器安
装组、床位安装组、材料供应组、安全后勤
保障组5个工作组，迅速展开施工。

很多企业还没复工，建材成了棘手的
问题。6 个小时内，李亮和同事紧急联系了
十几家供货商，反复沟通协调，终于找到
可以正常供货的 3 家，加急调拨了 4000 米
PVC 塑料线槽、20000 多米电线及 1200 个插
座线。

经过连续 18 小时奋战，2 月 4 日 21∶10，
突击队完成 A 馆配电改造及 800 张医疗床位
的正式电接通。

2 月 5 日 00∶45，经过近 14 个小时的辛
苦施工，中铁四局援建武汉客厅“方舱医
院”C馆所有医疗床位配送电正式接通。

从 2 月 4 日 2 时接到援建指令到完成 A、
C两个场馆 1300张床位配送电施工任务，中
铁四局仅用了23个小时。

就在大家刚刚准备长舒一口气时，前来验
工的医护人员却提出：“只区分大小走廊，不安
装防护隔板，容易造成患者交叉感染。”

怎么办？
建造方舱医院，不就是为了尽快收治患

者？一切必须以医疗要求为准！
“当时的情况只能重新返工。”王洪雷

说，返工就要把之前的电路全部拆解。
2月5日下午，工人们重新回到武汉客厅

施工现场，严格按照新图纸安装隔板、摆放
床位、铺设电路，把20—30个床位分为一个
小“方舱”。

即便先前的努力都要重来，大家也没有
一句抱怨。“只想着赶快把医院建好。”王洪
雷说。

又经过 23 个小时的昼夜奋战，2 月 6
日，中铁四局圆满完成武汉客厅“方舱医
院”的建设任务。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建设同
样紧张有序。

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王家亮
带领的支援小队和数百名穿着不同颜色马甲
的建设者交织穿梭，争分夺秒，紧张忙碌地
推进工程建设。

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2 月 5 日凌晨 6
时，中铁六局“方舱医院”支援小队完成了
3 间病房 40 余个床位的隔板安装、材料转
运、线路安装等施工任务。武汉国际会展中
心“方舱医院”正式启用，开始接收新冠肺
炎轻症患者。

一次次高质量完成使命，背后是建设者
们的无私付出。

“施工现场人员多而杂，为避免感染，我
们尽量不摘口罩。”郭海军说，大家能不吃东
西就不吃，能不喝水就不喝，坚持到下工，
十四五个小时不吃不喝。

2 月 4 日晚上 20 时后，战斗了一整天的
中铁四局援建工人们总算能吃上一顿饭了。
可实际参加援建的人数比预计的多，盒饭订
少了。为保证工人们能吃得饱，李亮等一些
党员干部主动让出自己的那一份。

“家里有我，你放心！”

家，永远是一线战士们坚强而温暖的
后盾。

原本已订好春节回家的车票，面对突如
其来的疫情，中铁四局机电公司武汉分公司
总会计师章旭决定留在武汉，与留守的同事

们一起抗击疫情。“我不精通建筑专业技术，
但我能为大家做好后勤保障。”章旭说。获知
援建“方舱医院”的任务后，他第一时间提
出了申请。

“你去抗疫一线一定要注意安全。家里有
我，你放心！”丈夫即将奔赴战场，章旭的妻
子选择了支持和鼓励。

元宵节，本应是一家团圆的日子，但奋
战在一线的建设者们，舍小家团圆、为大家
安全。

2月8日接受采访时，中铁工业重工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易悦强正奔波在两个

“方舱医院”施工点的路上，言谈间有些止不
住的喘息。

从正月初六接到援建火神山任务到正月
十五仍在建设“方舱医院”，易悦强和公司突
击队一直坚守一线。“在抗疫一线，昼夜不
分，现在都搞不清时间了。”易悦强说。

易悦强是武汉人，他说现在很想念家
人。“武汉这座城市就是家，我们的付出顾全
的是大家，家里人很理解。”

这是中铁六局的姜博宣第一次没在家陪
妈妈过春节。

这个来自黑龙江、刚满 20 岁的大男孩，
父亲在他上高中时突发疾病去世了。从此，
每个春节他都陪妈妈一起过。

疫情爆发后，姜博宣主动提出值守项目
部，并给妈妈打去了电话：“妈妈，今年形势
严峻，情况特殊，我就不回去陪您过年了，
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做好防护……”

因为姜博宣是项目部年龄最小的员工，
在组建“方舱医院”支援小队时，项目部将
他列入了替补队。当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主
动找到支部书记王家亮，要求进入支援小
队，到“方舱医院”建设第一线去，他说：

“我跟我妈已经说了要去支援医院建设，不能
食言。”

果然 ， 在 施 工 现 场 ， 姜 博 宣 跑 得 最
快 ， 最 卖 力 气 ， 主 动 承 担 了 最 脏 最 累 的
活，搬运物料、递送材料、搭建隔板，一
刻不停，一项工作不落，手磨破了，脚也磨
破了……

亲情成为建设者们奋战的动力。
王洪雷已经在武汉的项目上待了 9 年，

他说武汉是他的第二故乡，妻子和两个孩子
都在这里。

离家上前线那天，年仅 3 岁的孩子抱着
他的腿嚎啕大哭。

“爸爸必须坚守岗位，回来给你带玩
具。”王洪雷抱起孩子哄。“我不要玩具，
只要爸爸！”孩子哭道。那一刻，他眼睛
一酸。

王洪雷深知，只有疫情赶快过去，整座
城市恢复正常，孩子才能在阳光下自由奔跑。

完成了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建设任
务，如今王洪雷正在公司自我隔离。“接下来
如果还有援建项目，我会继续参加，我时刻
准备着！”他语气决然。

张璇是中铁七局武汉地铁 5 号线项目部
的一名普通员工，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当
得知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隔离病
房建设急需人手时,张璇知道自己回报家乡的
时候到了。

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与孩子视频，这
是张璇最快乐的时光。“舍不得宝宝，但我不
想等他长大后说妈妈是个‘逃兵’。”她毅然
决然地留守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中国中铁建设者已经以工地为家，以武
汉为家。

其实，祖国就是武汉的大家。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同你们站在一

起，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每当想起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句话，中国中铁建设者就会热血
沸腾，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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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向湖北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奋战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

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在这次疫

情中不幸病亡的群众表示深切的悼念，向患病者

及其家属、病亡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

指出，湖北特别是武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信心、顾全大局、自觉

行动、顽强斗争；全国各地坚持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各地区前往湖北和武汉支援的广大医务工

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各方面人员发扬越
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闻令而动，坚
忍不拔，不怕牺牲，攻坚克难。大家做了大量艰
苦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
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同湖
北和武汉人民站在一起。党中央派指导组到武
汉，既是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工作的指导，
也是同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并肩作战。武汉是英
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只要同志
们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我们一定
能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
面胜利。

——摘自《习近平在北京
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以更坚定
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
措施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人民日报
2020年2月11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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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方舱医院”是如何建成的
潘旭涛 高俊元 何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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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救治患者就是责任。若有需
要，召必回！”1月18日，林杰向院领导提出希望回
到原单位，到一线战斗。林杰是武汉市第六医院急
诊科的主治医师，当时正在武汉协和医院进修。得
到医院批准后，第二天，林杰作为第一梯队进入武
汉市第六医院外科 12 楼的隔离病区。截至目前，
林杰一直在隔离病区坚持，连大门都没有出过。

“守在患者身边，我才感觉踏实！”林杰说。
坚守阵地就要直面危险。武汉第六医院目前收

治了 400 多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其中有近一半患
者是该院的医护人员。“疫情爆发之初，由于密切
接触患者，加之医用防护工具的缺乏，一些同事感
染了。”林杰介绍，在医院全力救治下，不少同事
都已经康复了，“医院的关心和爱护使得我们可以
更好地去冲锋陷阵。”

坚守阵地就顾不上家人。2月8日是元宵节，上
午 10点，林杰正在会诊，突然接到了表妹的电话，

说姨父突然跌倒，询问如何进行急救。林杰简单说
了心肺复苏的方法，叮嘱她半个小时后再打电话，
然后继续接诊患者。没过多久，林杰就收到了姨父
去世的消息。“说起来真难受，我姨父去年 10月份
做的脑部肿瘤手术，出院后一直在家里休养。疫情
发生后，我没有时间去看望他。”林杰有些哽咽。

“没有你不分昼夜的守，就没有我的命了。”现
已脱离危险期的小王对林杰充满感激。一天夜里，
小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血氧饱和度不断下
降。林杰发现后立即给小王上无创呼吸机，并施以
其他辅助抢救措施。此后，林杰一直盯着小王的血
氧饱和度数据，只要发现数据报警，立刻调整呼吸
机压力参数。直到凌晨 4点，等小王的血氧饱和度
恢复到90%、病情稳定后，林杰才松了一口气。

抢救患者是林杰的日常。这些天，林杰几乎每
天都要抢救一两位危重患者，还要对中度症状的患
者进行普通抢救，比如上呼吸机。隔离病区内，有

些值班医生做手术是行家，但对于内科护理和呼吸
机的使用不是很娴熟，需要林杰去指导。林杰粗略
估计，自己一天要不断调整近 20 位患者的呼吸
机。“我已经养成了碎片化睡觉的习惯。工作六七
个小时，休息睡觉三四个小时，依次轮替。”林杰
笑着说。

阮女士是林杰接诊的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她刚
住进隔离病房的时候情绪很低落，也不愿意吃药。
林杰发现后，每次查房时都会跟她聊天并安慰说：

“不要急，病情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放心，有我
们在，不用怕！”阮女士情绪渐渐平稳，积极配合
治疗，病情逐渐好转。2 月 6 日，阮女士各项检查
都符合出院标准，离开医院前，她还拉着林杰和
其他医护人员合影留念。“患者从躺床上都没力气
说话，到后来可以开心跟我们聊天，看着他们一天
天好转，我们更加有信心战胜疫情！”林杰语气坚
定地说。

武汉第六医院急诊科医生林杰——

“守在患者身边，我才感觉踏实！”
本报记者 申少铁

22月月1010日日，，在武汉抗疫一线在武汉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相互打气鼓劲医护人员相互打气鼓劲。。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熊熊 琦琦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