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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驰援武汉归来就痛别母亲
成都医生写给天堂妈妈的信让人泪目……
“您等来了儿子平安回来，
却没等到见儿子最后一面，妈
妈对不起，特殊时期儿子做不
到也不能送您最后一程。儿子
刚从前线救人回来，自古忠孝
不能两全，希望您能原谅儿子
的不孝，能为儿子感到骄傲。
”
这是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钱树森写
给母亲的一封信，不禁让人眼
眶湿润。对于妈妈的离世，钱树
森难掩内心的亏欠之情。
3月20日下午，钱树森成
功完成援湖北新冠肺炎患者救
治任务凯旋。第二天，一个不幸
的消息传来，钱树森的母亲不
幸因病去世。而此时，钱树森还
在休假隔离中。
如果脱下白大褂，每一位
医生都是一个平常的人。但在
疫情面前，他们不得不暂时放
下别的身份，穿上统一的防护
服奔赴前线，为更多人争取生
存的机会，为患者带去希望和
生机。一个忠字，挥洒了英雄
儿女多少付出和汗水；一个孝
字，饱含了真情儿女多少离别
和热泪。

“特殊时期儿子没能送您
最后一程，对不起！”
战疫

出征
来不及告别家人
他踏上了去武汉的行程
2月3日晚，钱树森接到紧急
通知，来不及和家人、朋友告别，
带上早已准备好的救援装备，挥
别同事，直接从医院出发，赶往抗
疫一线。
车上，钱树森泣不成声。上
午，他刚将恶性肿瘤的母亲办理
入院，来不及和母亲说一句再见，
就离开了。
“ 疫情就是命令，救死
扶伤，是我们医生的使命，相信妈
妈也会为我自豪的。”擦干眼泪，
钱树森踏上征途。
在驰援武汉期间，钱树森充
分发挥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带
头作用，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出
色地完成了救治任务。

踏上
征途

2月3日晚，钱树森接到紧急通知，来不
及和家人、朋友告别，直接从医院出发，赶往
抗疫一线。车上，钱树森泣不成声。上午，他
刚将恶性肿瘤的母亲办理入院，来不及和母
亲说一句再见，就离开了。

驻地
抗疫

前期工作开展事情繁琐，钱树森曾连续
一周多持续与队友一起在方舱医院工作，没
有休息；后期除自身诊断工作外，还协助临
床医生讨论患者肺部病灶变化情况。

痛别
母亲

3月20日，钱树森成功完成救治任务凯
旋。第二天，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母亲去世
了。而此时，钱树森还在隔离中。
“ 姐姐说母
亲在弥留之际，牵挂的还是我这个不孝的儿
子有没有安全回来。
”

检查就开展起来。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汉阳方舱医
院共有三名CT诊断医师，
负责方舱
内近千人的胸部CT诊断工作。
前期
工作开展事情繁琐，钱树森曾连续
一周多持续与队友一起在方舱医院
工作，
没有休息；
后期除自身诊断工
作外，还协助临床医生讨论患者肺
部病灶变化情况。
他说：
“我们就是医
生的眼睛，
一定要把好重要关口。
”
胸部CT检查是肺部疾病最重
要的检查手段之一。随着新冠肺炎
疫情的发展，
CT检查的作用也越来
越大，
钱树森还认真学习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影像学诊断指南》每一
版的相关知识，及时更新自己对新
冠肺炎每个时期的不同影像学表现
的认知，
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前线救人安全归来
却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

凯旋

钱树森（左）和同事在武汉支援

乐山成立第一支护医中队
20名民辅警常驻医院

连续一周多持续工作
“我们就是医生的眼睛”

到达驻地后，钱树森稍事休整
后马上进行相关知识培训，并进行
了考核 。到达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后，他就积极开展CT安装的前期
工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CT安放
位置，和其他队友一起设定检查流
程，划定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
等。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后勤人员
人手不足的情况下，钱树森和来自
北京、上海、陕西、新疆等地的白衣
天使同心协力，安装调试完毕车载
CT，
开始为患者进行检查。
2月12日晚，接到前线指挥部
命令，钱树森和队员们到达武汉国
际博览中心汉阳方舱医院参与筹
建工作，
参与患者管理。
有 了 前 期 的 工 作 经 验 ，这 次
CT室的筹建工作顺利不少，很快

在武汉工作的钱树森

四川首例！

钱树森在前方抗疫，同事们在
牵挂的还是我这个不孝的儿子有没
后方帮他照顾生病住院的母亲。母
有安全回来，一直想见儿子最后一
亲躺在病床上，时常问起儿子怎么
面。”钱树森痛哭着说，当母亲听到
一直没来看她。因害怕病重的母亲
他平安回到成都后，才没有遗憾地
担心自己在武汉的安危，钱树森和 “离开”
了。
家人瞒着母亲，称自己去援助邛崃
得知钱树森母亲去世的消息
的合作医院，很快回来。可是一个
后，医院党委副书记陈泽君等人和
多月过去了，仍没有见到儿子，这
钱树森一起赶往自贡，慰问钱树森
时家人才不得不告诉老人家真相。
的家属。钱树森说在返回当天自己
3月20日，
钱树森成功完成救治
做了核酸检测，检测结果是阴性，
任务凯旋。
第二天，
一个不幸的消息
但仍严格做好防护措施，在见了母
传来，母亲去世了。而此时，钱树森
亲最后一面之后没有过多耽搁，便
还在隔离中，连送母亲最后一程都
匆匆返回隔离点，
“特殊时期，毕竟
做不到。
“姐姐说母亲在弥留之际， 是从前线回来，
要对他人负责”。

遗憾

一封给天堂妈妈的信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亲爱的妈妈：对不起，您等来
了儿子平安回来，却没能看到儿子
最后一眼，儿子心里惭愧啊。接到
出发援助武汉命令时 ，正值您病
重，儿子都没能跟您告别，更不敢
告诉您我去的地方是武汉，想不到
这一去竟是永别……”
这是钱树森写给母亲的信，对
于母亲的离世 ，他心里充满了自
责 和 愧 疚 。他 在 信 中 对 母 亲 说 ：
“作为儿子，没能最后送您一程，
是不孝 ，但是儿子是一名医务工
作者，抗击疫情是我们的责任，对
不起，妈妈，希望您能原谅儿子的
不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希望您
能理解儿子。”

从出发到武汉直至母亲去世，
钱树森始终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
要求，更没有丝毫的怨言，全身心
投入到抗疫工作中。同事说，钱树
森总会背着同事找一个角落，悄悄
地待上一会儿，回来后，他总是面
带微笑，但每次都能看到他的眼睛
是湿润的。
“ 钱树森只是把悲痛深
深地藏在心底，把坚强展现给了我
们这些并肩战斗的战友”。
钱树森表示，自己一定能尽快
地从悲痛中走出来，振作精神，克
服困难，为成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力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受访者供图

四川资阳狂犬疫苗断货？

护医中队挂牌

3月24日，四川省乐山市首支护医
中队在乐山市人民医院正式成立，20
名民、辅警将常驻医院。据悉，在医院
专门设立警察护医中队和医院保安、
职工共同组成的护医队，在乐山乃至
四川省尚属首例。
当天上午，乐山市公安局市中区
分局联合乐山市人民医院举行了“嘉
州护医队”启动仪式。医院和警方签
订了合作协议。随着乐山市公安局市
中区分局驻乐山市人民医院护医中
队的授牌，20名民、辅警也正式进驻
该医院。
据 该 分 局 副 局 长 余 旭 介 绍 ，此
前辖区派出所在医院设立了警务
室，只有一名片区民警，也并非常驻
医院。医院里发生纠纷或案件后，虽
然 离 派 出 所 很 近 ，但 是 出 警 也 需 要
一定的时间。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乐山
市公安、卫生部门立足补齐医疗机构
安保短板，着眼基层治理改革和疫情
防控等需要，决定率先在全省探索打
造集公安民辅警、医院保安和医护人
员等三位一体力量构成的“护医警务”
特色治安品牌。
经过1个多月的筹备，乐山市首支
嘉州护医中队在该市人民医院成立，
包括2名民警和18名辅警。该中队旨
在突出专职化警力派驻，整合医疗机
构群防群治力量，强化医院内部安全
防范和周边治安、交通秩序整治，坚
决依法打击暴力伤医、伤害病患等严
重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犯
罪行为。
同时，
护医中队将积极服务群众，
协助开展好医患纠纷排查和调解工
作，
进一步密切医患、警民、警医关系。
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医患调处机
制”，推动医疗争议由“事后处置”向
“事前预警”
转变，
由“被动应付”
向“主
动应对”
转变，
切实维护医务工作者和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乐山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易群表
示，希望这支队伍科学、文明、规范执
勤，
努力实现医务人员“零伤害”
、安全
保卫“零距离”
、日常工作“零疏忽”
“三
零”目标。医院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优化医疗服务流程，
提高服务质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当地疾控：全国都紧缺，新到货或坚持两周
3月25日10时30分许，四
川资阳的李女士带着侄儿来到
雁江区疾控中心，准备接种狂
犬疫苗，却被告知资阳城区已
断货10多天，工作人员建议她
去安岳或成都。此前，她在镇卫
生院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几天前，资阳一网友也发
帖称，他走遍资阳的医院、防疫
站和疾控中心，发现救命的狂
犬疫苗断货了，而且断货长达
两三个月。在联系上简阳市人
民医院后，他才赶去注射了狂
犬疫苗。
“受2018年长春长生疫苗
事件影响，
目前全国狂犬疫苗供
应不足。
”对此，
资阳市疾控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
资阳狂犬疫苗
最近两三个月确实断断续续。目
前，
资阳所辖的雁江和乐至都没
狂犬疫苗，仅安岳前几天到了
600人份，
暂时缓解了目前资阳
的狂犬疫苗紧缺状况。

资阳狂犬疫苗断货
长达两三个月？
3月22日，网友“捏不爆”在资阳
当地论坛发帖称，当天下午，他走遍
资阳所有医院、防疫站和疾控中心，
均被告知狂犬疫苗断货。
该网友还称，当地医院也断货，
而且是长达两三个月的断货。为此，
护士建议他去相邻的内江市及资中

天时间便用光。
“我们到2月底就断货了，
本月20
日才到了600人份3000支。
”
安岳县疾
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但周边都断
货，
这批狂犬疫苗可能坚持两周左右。

全国性供应不足
和生产厂家协调想办法采购

雁江区疾控中心接种门诊
县看看。
在联系简阳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后，得知可注射狂犬疫苗，该网友前
往简阳，顺利注射了狂犬疫苗。
尽管在简阳注射了狂犬疫苗，
但
该网友仍有诸多疑问。
“像狂犬疫苗
类似的药物，
应该是相当重要的必备
药，
怎么整个资阳市会出现全部断货
的情况？
而且断货时间长达这么久？
”

两区县断货10余天
新货可能坚持两周
3月25日，资阳市雁江区疾控中
心接种门诊处，短短10多分钟，便有
两人前来咨询是否有狂犬疫苗。
“每
天大概有10多个人来问，但我们3月
10日就断货了，今年都比较紧张。”
门诊工作人员说。

针对网友所称的狂犬疫苗断货
两三个月，
资阳市雁江区疾控中心相
关负责人予以否认。
“供货断断续续
的，
疫苗来得多一点，
几天就用完了。
来得少一点，
一天就没有了。
”
该负责人介绍，
自今年1月起，
疫
苗供货便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
“以
前从来没出现这种状况，
最近两三个
月都这样。
”
该负责人说，
雁江区疾控
中心接种点3月3日到的约100人份狂
犬疫苗，
在3月10日便用完了，
断货至
今已10多天。
“这个月初到了四五百支，五六
天就用完了，目前断货10多天了。”3
月24日，资阳市乐至县疾控中心接
种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2月，乐
至采购了1000支狂犬疫苗，但到3月
初，这批采购的疫苗仅到货900支，
而且是分三次到的。每次到货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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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疫苗为何断货？
3月24日，
资
阳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
这是受2018年长春长生疫苗
事件影响，
目前全国狂犬疫苗的供应
都不足。
“全国性紧缺。”资阳市雁江区
疾控中心负责狂犬疫苗采购的后勤
科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长春长
生疫苗事件爆发出行业危机后，国
家对疫苗的监管更加严格，
《疫苗管
理法》也在去年12月1日开始实施，
所以疫苗必须获批签发后才能出
厂。
“我们1月份采购1.2万支只到了
1000支，3月份采购5万多支也只到
了1000支。
”
乐至县疾控中心接种室相关负
责人也说，乐至2月份订购的1000支
狂犬疫苗只到了900支，3月份订购
的2000支一支也没到。
资阳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相
关负责人还介绍，此前，资阳市卫健
委及疾控中心也向省卫健委、
疾控中
心反映了狂犬疫苗紧缺的情况，
希望
上级帮忙协调生产厂家供货。
“雁江
有800支是省上协调后紧急到的。
”
“安岳来了3000支，情况相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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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些，但狂犬疫苗短缺的情况还
可能持续。”该负责人表示，他们也
将继续向省疾控中心反映，并和生
产厂家协调，
想办法采购狂犬疫苗。

多地称狂犬疫苗紧缺
因厂家供应不足
3月24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致电网友所称顺利注射到狂犬
疫苗的简阳市人民医院，该医院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医院狂犬疫苗也
是断断续续到货，
有时没有。
今年2月下旬，
宜宾市叙州区、
翠
屏区、
南溪区也曾出现狂犬疫苗紧缺
的情况。有媒体还报道称，在去年10
月，
贵阳便出现狂犬疫苗供应短缺的
现象，
不少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都无
疫苗可供群众接种。对此，贵阳市疾
控中心免规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贵阳
部分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的确存在
狂犬疫苗短缺情况。不过，全国皆如
此。
“因疫苗生产厂商供应能力不足，
这一现状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检索
还发现，自去年8月至今，河北任丘
市、黑龙江大庆市、河北省安平县、
云南玉溪市通海县、广东信宜市、贵
州铜仁市玉屏县等多地的疾控相继
发布公告称，当地出现狂犬疫苗紧
缺的情况。公告中称，狂犬疫苗紧缺
的原因包括生产企业减少、产能不
足、产量减少、批签发滞后等，致使
供应不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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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0035
期开奖结果：
328，
直选：
11710注，
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6：
58928注，
每注奖金173元。
（20618403.19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0035
期开奖结果：
32816，
一等奖226注，
每注奖金10万元。
（360864646.90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20015 期 全
国 销 售 213742602 元 。开 奖 号
码：01 07 23 24 26 03+07，一
等奖2注，单注奖金10000000元，
追加1注，单 注 奖 金 8000000 元。
二 等 奖 42 注 ，单 注 奖 金 280807
元，追加9注，单注奖金224645元。
三等奖125注，单注奖金10000元。
1389102103.5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20016 期 全 国 开 奖 结 果 ：19
09 28 25 18 12 17，特 别 号
码：
0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20036期开奖结果：
740。(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