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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⑦

外套一整天都没脱过

7 时 45 分，即将轮岗上班的马晓
芳医生提前到岗，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中。在与上一班同事交接完出车信
息、病人情况后，马医生与护士杨晓倩
登上救护车，详细查看药物和仪器是
否齐全并正常运转。

皇姑二分中心白班三辆急救车，
夜班两辆，每一班的120急救团队由五
人组成，分别是医生、护士、司机和担
架员。为了应对突发状况，急救团队
随时做好工作准备，确保接到呼救电
话后5分钟内出车。

8时，马医生正式上班，她和值班
护士时刻留意着调度台上的显示器和
电话。得到市120指挥调度中心的指
派接警之后，电脑会及时提供患者位
置、症状等信息。

8时 04分第一个急诊单由 120总
调度中心通过电脑发过来了，三台子
道义地区有人手腕受伤。

第一个出诊的是张德友医生，他
通知司机和担架员，五个人小跑上车，
急救车风驰电掣般出发了。到了患者
所在的居民楼，车还没停稳，张德友已
经拉开车门跳了下去，他手里拎着心
电仪器向楼道内跑去，护士随后也都
跟了上来。

“我们每天都是在跑，因为拨打
120 基本都是发病比较急，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分秒必争不是喊的口号，确
实是患者需要。”张德友医生说。

整整一上午，急救人员都在忙碌，
即使偶尔回到站里，他们也从来不脱
掉大衣，时刻处于备战状态，调度台派
诊单子一出，他们能抬腿就走。

午饭吃到一半
饭含在嘴里就出发

冬天是120急救人员最忙的季节，
因为遇到下雪天气，路面很滑，行人摔
伤或者机动车肇事的情况就比较多。
1 月 18 日晚上沈阳下了一场雪，第二

天就有很多事故。
8 时 59 分，调度指挥中心发来出

诊单，在皇姑区白山路立交桥下，一辆
轿车把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给撞
倒了，患者腰疼不能动，躺在事故现
场。

救护车鸣笛出发，快速穿梭于车
流中。司机杨嵩告诉记者，驾驶救护
车首先要确保车辆安全。一路上，他
高速驾驶，同时也时刻注意车辆周边
状况，每过一个路口，他都会四周观察
确认安全后才通过。

救护车上，护士一刻也没有闲下
来，她一边和呼救者沟通确定具体位

置，一边把患者的最新情况告诉急诊
医生。赶到现场后，马医生第一时间
为患者评判伤势，最后确定患者腰部
受伤，于是为其进行了腰部固定，以免
移动时遭遇二次伤害，最后征求患者
意见，将她就近送到了医院。

整个上午，皇姑二分中心的急救
人员一直在外奔波忙碌，有的刚出完
诊，在路上就直接被派往下一个出诊
患者地点。直到下午快1点马医生才
和同车的同事吃上午饭，可才吃了几
口，新的出诊单子就派过来了，饭含在
嘴里，他们扔下饭碗再次出发。等他
们出诊回到站里，饭菜早就放凉了，

“幸好我备了一袋面包，饿的时候可以
吃上一口。”马医生得意地说。

24小时出车57趟

其实，急救工作除了考验专注力，
也考验体力。为将患者从死神手中抢
回，医生经常需要为患者做心肺复
苏。双手按压，每分钟100次，在夏天
遇到这种情况，几分钟内汗水就会把
工作服湿透，即使在冬天，急救医生在
做这项急救时也常常累得满头大汗。

另外，抬患者也是一个力气活。
昨天下午3点，皇姑二分中心接到出诊
派单，一位市民在家中出现迷糊、恶心
症状，急诊医生赶到现场后，初步确诊
其是眩晕症犯了。患者不敢站立不能
行走，家又住在4楼，于是担架员郑书

海和刘宏伟马上把准备好的担架抬进
去，然后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慢慢地将
患者转移到担架上，固定后开始往楼
下抬。但由于楼道过窄过陡，增加了
任务难度，每个转弯处，都需要邓书海
在下面用全身力气擎住担架，刘宏伟
在后面用力拉住，然后以扶手为轴心，
将担架转弯，就这样，最终将患者平安
转运到了救护车上。

“有时候我们从 8 楼往下抬人，
也抬过 200 多斤的胖子，从雨搭上往
下运过人，也从山坡下往上抬过患
者，不管出诊现场地形多么复杂，只
要患者需要，我们就能想办法把患者
平安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邓书海
说。

120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大年三
十也要坚守岗位。“冬天本来就是慢性
病的高发季节，再加上又是节日，醉
酒、急性肠炎病人会急增，眼下是120
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最忙碌的时候。我
们在岗位上为人们守护平安和健康，
还人们一片岁月静好。”皇姑二分中心
站长张义龙说，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使
命。

120工作人员每天工作量很大，仅
1 月 17 日数据显示，该中心当日白班
和夜班一共出车 57 趟。张义龙说：

“作为一个医生，每救活一个人，我们
都有很大的成就感，心里会感到特别
的安慰。”

辽沈晚报记者 刘冬梅

一天一宿 5辆急救车出诊57趟

送餐高峰接了近二十单，往返
五六十公里。

东北的“三九”天是真冷，记者三
个多小时真实感受到外卖小哥的艰
辛与不易。

好装备也敌不过天冷

采访前一天跟外卖小哥王宇联
系时，告诉他要跟着送外卖体验一下
送餐过程，王宇当时就说，得多穿点，
你这身衣服用不了几分钟就得冻透。

采访当天，记者准备了新装备，
老年人厚毛线帽子一顶，大厚羊皮手
套一幅，手指打弯都费劲的那种，围
巾一条，保暖加绒背心、二条棉裤、从
朋友那借来了东北冬天的硬通货

“貂”，外面配上半大羽绒服。
出门时记者自信满满，相信这身

装备足可以和王宇并肩作战。
跟王宇送前两单时，记者没觉得

太冷，可是接下来就感受到了东北的
严寒了，围在脸上的围巾已经起不到
任何的保暖效果，冷风吹到脸上，吸
到肺里的全是凉气。

此时的王宇没有太大的反应，还
在拿着手机接单。“兄弟，你不冷啊？”
记者问。

“还行吧，都习惯了”。可记者看
到王宇拿手机的手也是冻得通红。

“冬天最遭罪，手机一冷就没电
了，充电宝一直插都不好使。看不了
手机就不知道下一单什么时候到点，
也不知道系统什么时候给你派单
了。”

说这话时，外卖小哥没注意自己

冷不冷，只知道不能耽误活。

往返一路小跑 记者跟不上

王宇去商家取餐和送餐时，一直
在小跑，送第一单是在一个商场三
楼，在乘滚梯时，王宇不在原地等待，
而是不停地往上迈步，这样能节省一
点时间。

“遇到过送高层没电梯用的时候
吗？”“遇到过，陆总和医大二我就爬
过 13 楼，也爬过几次二十几楼，当时
电梯坏了，你要是不给顾客送到家，
人家就不收餐，不收餐你就不能点送
达，不能点送达，就证明你这个订单
没有派送完成，没配送完成的餐品我
们是不能随便点送达的，顾客很容易
投诉你。”

前几单还能跟得上，记者跟到第
九单时，真跑不动了。

挣不到送餐费还得搭点钱

下大雪是外卖小哥最难的时候，
路不好走，但点外卖的人也增加很
多，这时就会“爆单”，王宇有次身上
就背了11单。

“当时我就蒙了，送达时间有3单
都是同一个时间段的，那天就晚了。
其中一个顾客，先打电话给商家，找
到我又是一顿牢骚，最后我赔钱道
歉，还给他买了两瓶饮料，他才算是
消气了。”

送餐这活实际上并不像大家想
得那么简单，他和快递不一样，送餐
有时效性，超时送餐本身就容易出现
差评，再加上恶劣天气，就更不用说
了。冷点热点，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
大的困难。最困难的是，外卖小哥由

于种种原因得不到客户的理解。

最害怕被差评

王宇也有过丢餐的情况。刚送完
一单，回到车旁发现其它餐品没了，又
气又急，只好硬着头皮给客户打电话
赔礼道歉，然后想办法把钱给客户发
过去，尽可能地避免差评。因为差评
后不仅送餐费得不到，还得被罚款。

“有的小区不让送外卖的进入，我
们就需要走路进入小区，赶上园区小
的还好，园区大的是真要命啊，你就得
快跑，不然送晚了怕被差评啊。”王宇
说。

顾客没能及时接听取餐电话，也
给他们造成了许多麻烦。

“给大学里的学生送餐，他上课没
办法接电话和短信，那就完了。我需
要在这个订单没超时的情况下在系统
中进行报备，由客服再次联系顾客。
如果客服电话客户同样没接，5分钟之
内，系统会通知我们订单报备成功，你
可以进行下一单的配送。客户什么时
候联系你了，你再进行配送，等配送完
成了以后，你才可以在APP里操作点
送达。有时顾客联系你要你尽快配
送，但你身上有其它的订单配送中，无
法第一时间完成上一单，这种情况处
理不好也同样会被投诉或者差评。”

夏天时矿泉水一天喝3瓶

夏天送餐也挺痛苦。王宇说：
“夏天的时候我骑车送餐，呼吸我都

感觉热，就像发烧的感觉一样。那时
候喝水都解决不了多大问题，2 升的
矿泉水一天基本得 3 瓶左右，厕所都
不用上，大部分水被汗排出去了。”

“只要不下雨，就能好很多，最起
码不太担心超时。屁股上的痱子冬天
能好点，夏天就从来没下去过。”

王宇夏天服装的标配是：夏盔、T
恤、黑色裤子、黑鞋、冰袖，还有一个骑
行用的薄薄的脖套，脖套是非常薄的，
一是防嗮，二是可以防止口腔过于干
燥，不然水喝多了，洗手间找不到的话
会很麻烦。紫外线过敏也是经常的。

他干了3年送餐，从第二年他才真
正地适应了。

想带家人出去玩玩

王宇陪伴家里人的时间很少，他
想多赚点钱，让家人有更好的生活。

为了能多挣点，他早上 5 点多起
床，6点接第一单，晚上 9点送完最后
一单，到家时已经10点左右了。早上
起太早，孩子还在睡觉，晚上到家时
孩子又睡了，这导致他很少跟孩子在
一起。一个月休四天，可休息的时候
他总是想多睡一会，因为太累了。

“干我们这行的基本都是这样，
没什么太高的文凭，想努力赚钱就得
受累。孩子和老人都是我媳妇帮忙
照看，有时候也感觉很对不起她们。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等赚多了钱带着
家人出去玩玩。”

“我眼窝子浅，不多说了。”王宇
说这句话时，眼圈红了。

辽沈晚报记者 王罡

有这样一群人,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奔波在生与死的边缘，以最快的速度出诊，与生命赛跑，为病人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今天我们的新春走基层
就来到沈阳120急救中心皇姑二分中心，记录了节日来临之际坚守岗位与生命赛跑的急救人员。

新春走基层⑦

新春走基层⑧

3小时送20单 往返40个地方 跑了60公里
零下20℃的天气 外卖小哥真的不容易

为了节约送餐时间，中午没吃上饭，只能随便找个地方吃一口。视频截图

无论是什么现场和地形急救人员都会将患者平安转运到医院。刘冬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