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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已至 英雄归
—— 天津支援武汉医疗队凯旋侧记
■ 海河传媒中心记者 黄建高 伊健 张家民

给英雄家一样的温暖
“向
‘最美逆行者’
致敬，
热烈欢迎支援武
汉医疗队凯旋回家！”昨天，天津支援湖北医
疗队凯旋入住到北辰区定点隔离酒店，迎面
见到温暖的横幅，返津的医疗队队员们将在
这里进行为期 14 天的隔离观察，方能回家与
亲人团聚。
“满誉而归，
不辱使命！“
”辛苦了，
请好好
休养！”
在北辰区万源龙顺度假庄园的道路两
旁，身穿红背心、戴红帽的志愿者们列队欢迎
英雄们归来。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我们千里驰
援武汉，牢记市委、市政府及天津人民的嘱
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138 人‘零感
染’
，
没有一个人倒下！”
在隆重而简短的欢迎
仪式上，天津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领队陆
伟说，在圆满完成救治任务后，
医疗队还支持
和帮助当地政府开展防控救治工作，获得当
地政府的好评，他们在一线奋战了 52 天，如
今凯旋。
“我们共安排了医疗、物资、后勤等 8 个
保障工作组，准备了 292 个套房，队员们一人
一间，让医疗队员吃得好、休息好，让凯旋的
英雄像回家一样温馨！”
北辰区卫生健康委二
级巡视员刘文利说。
你们是我们的榜样
昨天傍晚，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共 105
人抵达津南区定点隔离酒店，酒店方面为凯
旋的战士们送上了津味打卤面。
“送亲饺子迎
亲面”，白衣战士凯旋，家乡人用饱含情意的
一碗面表达热烈欢迎。
此次入住津南区酒店进行医学隔离观察
的队员分别是我市支援湖北医疗队第六、第
十二、第十三批队员，
他们在圆满完成援鄂医

疗任务后载誉而归，从昨天开始入住酒店开始
为期 14 天的隔离观察。第十三批医疗队负责
人王晖说，他的队员来自我市多所医院影像医
学科，抵达武汉后立即进驻沌口方舱医院和江
岸方舱医院，自 2 月 22 日抵达至离汉前，共完
成近 1600 人次肺部影像检查，与武汉当地的医
护人员及各省市支援队员携手努力，让一位位
患者得以康复，顺利出院。
“这些英雄是我的同行，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由我们承担医疗保障任
务，尽心尽力为他们提供服务。”津南区隔离酒
店医疗保障负责人贾炳燕说。
欢迎英雄平安凯旋
满载天津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大巴车
驶向武清定点隔离酒店途中，受到群众的热烈
欢迎。
“ 欢迎回家！”在京津塘高速公路杨村出
口，群众高举自制牌子，
挥手致意欢迎医疗队载
誉归来。在武清区福源道上，市民手举红旗，高
喊着“平安凯旋！”昨晚 8 时许，车队驶入奥蓝际
德酒店，统一着装的志愿者们比画着胜利手势，
热烈欢迎英雄归来。
昨晚，我市第九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入
住团泊湖光合谷温泉度假酒店，接受 14 天医学
隔离观察，受到热烈欢迎。19 时 22 分，载着
100 名英雄的大巴驶进了院内，等待的人们立
即沸腾了。
“欢迎英雄回家，
欢迎英雄回家！”
欢迎的人
们高喊着。而坐在车里的英雄们不停地向大家
招手。走下大巴，旗手高举天津医疗队的队旗
迎风招展。
静海区团泊镇医院院长宋桐杰说：
“我们安
排了精干力量进行 24 小时的保障。主要是体
温和症状的监测，每天两次上报。英雄们在前
方非常辛苦，是‘最美的逆行者’。我们要竭尽
全力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
”

“接英雄凯旋，是我们的光荣！”
■ 本报记者 万红 姜凝
“妈妈，
我想你了，隔离好快点回家……”
这是一位医生之子对妈妈的思念，播放在医
疗队回津的航班上，不禁让所有人湿了眼眶。
“春已至，花渐开，我们终于盼到了英雄
凯旋之日，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
的感谢……”
这是机长对医疗队员的欢迎词，
代表着机组乃至全市人民的致敬与问候。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是航
班上白衣天使共同唱起的《真心英雄》，最美
逆行，无怨无悔。
昨天，随着 4 架航班先后飞抵天津机场，
我市援助湖北 13 支医疗队中的 7 批 700 余
名队员率先踏上归程。英雄回家，胜利凯旋！

15：
00，
我市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一架回津航班
厦航MF8765航班顺利降落。
“欢迎英雄回家，
你
们辛苦了！
”
在阵阵欢迎声中，
白衣天使们挥手走下
舷梯。眼前，
鲜花笑脸相迎；
耳边，
掌声乡音环绕。
看着这些最美逆行者平安
“到家”
，
厦门航空
乘务员蒋林灵不知不觉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我们
是 3 月 17 日早上 6 点陆续接到的航班保障任务，
大家都是毫不犹豫就投入到紧张的准备之中。
为了欢迎医疗队返津，
在做好消毒、
测温等机上防
控措施的同时，
我们精心布置了客舱、
准备了温馨
可口的餐食，
还在飞行中播放了提前录制好的医
疗队亲人们的祝福话语……”
蒋林灵告诉记者，
“之前由于执行航班任务曾有过一次隔离观察的
经历，
但这些白衣天使是和平年代里真正的英雄，
能够亲自接他们凯旋，
这是我的光荣。
”
15：50，我市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二架回津
航班——天津航空 GS7010 航班也平安降落。
17：32、18：21，由奥凯航空、天津航空执飞的我
市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三架、第四架回津航班抵
达天津机场。至此，我市首日撤离的 700 余名
医疗队员全部顺利
“到家”。
“立正，敬礼！”19：08，第四批也是昨天最
后一批回津医疗队员，在 300 余名天津警方警
务人员的敬礼致意中，由警车护航乘坐大巴驶
出机场。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伴着家乡的
明月，祝英雄一夜好眠。

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上接第 1 版）他，
每次进入
“红区”
时都是第一
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岗；她，为了消除年轻护
士进
“红区”
的紧张情绪，
当标杆、
作示范，
总是
干在最前面……用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理念，
广大党员用自己不畏艰险、
不怕
牺牲的优秀品质，形成了巨大感召力。
“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
一大批医疗队员
火线入党，用甘于奉献的炽热情怀和具体行

动，
写下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津城春暖花开，凯旋的你们笑靥如此动
人。再次向你们致敬！致敬你们
“敬佑生命、
救
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
的职业精神，
致敬
你们
“临危不惧、
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舍己救人”
的责任担当。最好的致敬是实际行动。以榜样
为鞭策奋勇前行，
同舟共济、
全力以赴，
我们一定
能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双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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