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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援冀医疗队 95 人奔赴石家庄
80%都是去过武汉的急救队员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魏浩 文图

远途出车归来，
还来不及见家人

河南5名货车司机
连夜运送防疫物资驰援河北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牛亚伟 文图

河南省援冀医疗队准备出发

本报讯 1 月 13 日，接到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医疗救治组《关于调派负压救护车
赴河北省石家庄市支援疫情救治的通
知》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立刻从省会
郑州抽调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 7
家驻郑省直医院，郑州市紧急医疗救
援中心、郑州中心医院等 8 家郑州市
直单位共 95 人，组成河南省援冀医疗
队，其中医生、护士、司机各 30 人，院
前急救指挥车 1 辆，物资保障车 2 辆，
负压救护车 15 辆。
河南省援冀医疗队由郑州市紧急
医疗救援中心乔伍营主任带队，
于1月
13 日 16 时 30 分从郑州市紧急医疗救
援中心出发，
赶赴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展
转运工作。据悉，在这支援冀医疗队
中，
80%都是去过武汉的急救队员。
据了解，去年春天，由乔伍营担任
队长的河南省援鄂医疗转运队，曾主
要职责是负责把社区的患者转到医

院 ，把 医 院 的 重 症 患 者 送 到 指 定 医
院。在那次援鄂中，转运队共奋战了
45 天，总共转运病人 2525 人次，缓解
了武汉 120 的压力和困难。
乔伍营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转运队有自己的特点。其他医疗队的
工作场所是固定的，医疗急救转运队
既固定，也不固定。
固定的是医疗急救转运队都是在
急救车上工作，不固定的是，诊疗地点
不固定、接诊的地方和区域非常广泛，
覆盖了社区集中隔离点、方舱医院、养
老院、精神病医院和 20 多家医院。
患者病情不固定，可能是吸氧的
病人，也可能是上呼吸机的病人。送
往地点不固定，可能这个病人要送往
不同的定点医院，每天 24 小时值班备
班，闻令而动，45 天无休息，服务患者
不固定，有轻重病人，有不确定的病
人，一切都是未知数，面对的压力很
多，困难很多。

运送防疫物资驰援河北

本报平顶山讯 经过连续 11 个
小时的长途奔波，连夜运送防疫物资
驰援河北的王晓伟等 5 名河南货车
司机携带 2000 套卫浴防疫物资，
于1
月 13 日上午 11 点 30 分左右抵达河
北省南宫市。而王晓伟他们 5 人得到
驰援河北运送防疫物资指令时，均是
远途从广西、云南等地刚刚归来，还
没有来得及回家就直接到厂家装货
出发。
13 日中午 12 点 50 分许,顶端新
闻·大河报记者电话联系上王晓伟
时,他正和李卫、赵银龙、王贯锋、杨
红伟四名车友分别在各自的车上等
待卸货。王晓伟说，虽然他们安全到
达，但他们接到南宫市防疫指挥部的
指令，因为疫情防疫期间，运送防疫
物资的司乘人员全部驻守车上，就地
解决吃喝拉撒等问题。也就是说，王
晓伟他们从河南禹州市厂家出发，在
安阳高速服务区稍事休整，再到河北
南宫市目的地，他们基本没有下车，
吃的也是自带的方便面。
王晓伟告诉记者，由于事发突
然，他们 5 人在接到卡车协会紧急通
知时，都是在远途出车即将返回家中
的路上，王晓伟和李卫分别出车广
西，赵银龙是一路从云南、四川出车
返回，王贯锋从甘肃兰州出车返回，
杨红伟则是出车商丘，他们都是还没
有来得及回家中拿一下换洗衣服、和

妻儿见上一面，一接到卡车协会的通
知，直接将车开到生产防疫物资的厂
家装货，并连夜出发奔赴河北南宫
市。
赵银龙是在返回洛阳的途中接
到通知，当他将情况告诉自己的妻子
时，妻子十分通情达理地对赵银龙
说：你直接去吧，我支持你，现在遇到
特殊时期，咱也要为国家做点儿奉
献。
记者与王晓伟他们联系时，他们
说得更多的是“只是帮国家干点儿力
所能及的事儿”，5 个人没有一个人
提运费、油费、过路费等钱的问题。
而记者从高速部门查了一下，王晓伟
他们的 5 辆货车，从河南禹州市到河
北南宫市，每辆车高速公路往返通行
费 2000 多元，油费约 2000 元，5 辆
车仅通行费、油费就需要 2 万多元。
尽管王晓伟他们不提钱，但记者
从南宫市宣传部工作人员处获悉，南
宫市不会让这些为防疫奔波的货车
司机自己搭钱跑路，对向南宫市运送
防疫物资的货车由当地政府部门协
调解决高速过路费、油费问题。
据悉,由于运送防疫物资需要卸
车的车辆较多，而封闭导致卸车人手
有限,王晓伟预计 13 日晚 12 时能卸
车完毕，14 日中午返回河南后，将会
到防疫部门报备并进行核酸检查，确
定身体没有问题后再继续工作。

铁路部门调整车票预售期为 15 天

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本报讯 1 月 13 日，记者从中国
铁路获悉，为配合各地政府落实疫情
防控常态化措施，避免重复购票退票
给旅客带来不便，自发售 2021 年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车票起，铁路车
票预售期调整为 15 天，即 1 月 29 日
起售 2021 年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车
票。1 月 14 日至 1 月 28 日，只发售 2
月 11 日（除夕）及以前的车票。
自 1 月 29 日起，旅客可在同一起
售时间通过12306网站、
铁路12306手
机App、
电话订票、
自动售票机、
车站窗
口和代售点方式购买车票，
具体起售时

间可通过12306网站（含客户端）查询。
自 1 月 14 日起，旅客因行程改变
需退票的，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
原规定的开车前 15 天以上同比例调
整为开车前 8 天（含当日）以上；7 天
及以内退票的，仍按 48 小时以上、
48~24 小时、24 小时以内梯次退票
收费规定执行；办理改签和变更到站
业务时，仍不收取改签费用；其他情
况仍按原规定执行。
如遇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旅客出
行需要办理退票的，铁路部门将及时
公告相应退票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