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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事关617个生命
的时间赛跑。

救护车上、急诊室里、
手术台上、重症室里……
连日来，3500多名医护人
员、70多名医疗专家，争分
夺秒抢救伤员，与死神赛
跑，尽最大努力防止因伤
致死致残。

抢救的每一秒都很宝

贵

仪器的滴滴声、医生
研究病情的低语、护士记
录的沙沙声……盐城市第
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里，安静的气氛中透着紧
迫。事故发生以来，部分医
护人员至今还未回家，困
了就在值班室眯一会，没
有固定饭点，抽空扒拉一
口就匆匆回到岗位。

“医生查看病情、出诊
疗方案，护士负责吸痰、口
腔护理、病情观察、生活护
理等全方位照顾，每小时记
录一次情况。家属进不来，
就把病人‘托付’给我们
了。”重症医学科护士长说。

为争取抢救时间，检
查、评估、术前准备、手术等
交叉进行。“抢救的每一秒
都很宝贵，21日晚上我们科
室四台手术同时进行。”该
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政
强3天只睡了五六个小时，
眼含血丝却精神抖擞。

“一个伤员送来时头
部多处重伤，我们在显微
镜下手术4个多小时，清理

出20多块碎玻璃、碎骨头，
终于把这条命抢了回来，目
前病人病情稳定。”万政强
一边介绍救治情况，一边忙
着给重症病人检查病情。

截至23日7时，盐城全
市16家医院共收治伤员
617人。

走廊里放着几张加
床，床边或站着、或坐着病
人的家属。“麻烦让让，麻
烦让让”，响水县中医院病
区的护士拿着棉签、药水
等，走路带着小跑，抓紧为
病人进行护理。

掏出手机，该病区一位
护士的运动软件显示，21日
她步行4.3公里。护士长李响
告诉记者，得知事故发生后，
所有在外的、轮休的医护人
员全都回到岗位上坚守。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张：2、17；王：3、19；

杨：1、8、15、12”23日下午，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重症
监护室，黑板上的一串数
字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数
字代表病人，姓氏代表医
生，一张黑板上记录了“生
命的托管”。

问起病患情况，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邹其银
脱口而出：1号，多发伤，主
要为右上臂骨折，凝血功
能障碍；2号，脾破裂……

3天来，邹其银一直战
斗在救治岗位，困了就在值
班室躺一会。23日中午12
时，他匆匆赶回家吃了两口
饭，换了件衣服，13时20分
又赶到医院救治伤员。

让邹其银感到欣慰的
是，医院收治的几十位伤
员，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暂
无生命危险。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邹其银告诉记者，医
院紧急动员了100多名医

护人员，腾空40余张专用
床位，为每一位伤员各配
备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
专家会诊制定个性化治疗
方案，无缝衔接整个救治
环节，确保为伤员提供最
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不仅盐城本地医护人
员团队作战，国家卫健委
和江苏省卫健委还抽调各
地专家到现场指导救治。

滴滴，滴滴……江苏
省人民医院一位被安排到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
生，手机的震动几乎没断
过。汇报情况、上传片子、
在线会诊……这名支援医
生忙碌之余打开一个名为

“盐城爆炸救援”的微信
群，消息不停地上移、上
移，“几分钟不看就新增上
百条工作消息。”

“很多伤员都是复合
伤，既有爆震伤，又有灼烧
伤、呼吸道损伤，处置不当

极易引发二次损伤。”第一
批赶来的专家、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孙青芳
说，为了让治疗更加科学
精准，多学科专家团队联
合会诊，为每一位伤员制
定专门救治方案。

为组织最强力量全力
救治伤员，国家卫健委23
日再次派遣由3位院士领
衔的专家团队赴江苏盐
城，为危重症病人会诊，提
出下一步治疗措施。

“整个看下来，这次救
治组织严谨、抢救及时、医
疗准确，整体上病情比较
稳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院士
说，当晚他们还将上手术
台，对多台手术进行现场
指导。

挽救生命更要增添希

望

“我们来看看你的眼
睛有没有问题，可能会有
点疼，但我们手上有数，不
会对你造成伤害，尽量配
合一点好吗？”盐城市第一
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医生
张薇玮将敷贴轻轻地贴在
病人眼睛上，涂好耦合剂，
开始做眼部B超，确认玻璃
体是否积血。

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
医生李健一边会诊，一边记
录病情，“所有病人的情况
都要记录，晚上进行汇总，

确定下一步诊疗方案。”
作为第二批赶往响水

的医护救援力量，张薇玮、
李健22日抵达响水，“好多
人都是在外地开学术会
议，接到紧急通知后，各自
从所在地奔赴响水。”

“我们不仅要挽救伤
员的生命，更要给他们
增添希望。”张薇玮告诉
记者，经过前期生命抢
救之后，很多伤员对眼
睛损伤的关注度提升。
在情况允许下及早进行
二期手术。

“目前工作重点逐步
由急救期转向恢复重建
期。”江苏省疾控中心党委
书记朱宝立表示，下一步
将对职业人群、应急处置
人员、周边居民的健康状
况进行评估，对事发地及
周边地区的饮用水、食品、
空气进行监测，对伤员进
行疾病监测。同时，还将对
受伤人群进行健康教育与
心理干预。

连日来，一些事故中
受轻伤的群众陆续出院，
与家人团圆成为抚慰伤痛
的最好“药品”。

“这几天每天都有轻伤
者出院。”响水县中医院副
主任医师桑友荣说，轻伤者
大多是切割伤，经过清创缝
合，很多病人恢复良好。

截至23日记者发稿
时，所有救治的617个伤员
中，已出院23人，143人留
治观察。通过治疗，重症人
员数量在下降。

3月23日7点，一名52岁
的马姓男子被消防救援人
员救出。“老公还活着！”幸
存者家属喜极而泣。此时距
离“3·21”响水天嘉宜爆炸
发生已经过去了40个小时。

一直到23日下午4点，
马先生的妻子和丈夫视频，
才相信自己的老公真的还
活着。躺在响水县人民医院
ICU的马先生体征平稳。

“专家会诊时，能够自
主和专家对话，自主叙述
病情，做了CT等各种检
查，除了有些脱水，腿和头
部有些轻微创伤，其他都
无大碍。”主治医生贾士成
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对
于砸埋了这么长时间的人

来说，可以说是“奇迹”。
时光倒回到两天前，

响水化工园区之江化工
厂，马先生经历了一场生
命的噩梦。21日下午2点48
分左右，距离不远的天嘉
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
炸，他被砸埋在坍塌的铁
板钢筋废墟中。

无食无水，一天两夜。
一直到23日上午7点，响水
消防救援大队救援队员发
现他。

“他蜷缩在一个工厂
装置的角落里，铁板钢筋
压在他的身上，当时已经
有些神志不清。”响水消防
救援大队战斗班班长王诗
尧说，“他可能惊吓过度，

死死拽着钢筋不肯放手，
经过安慰才放开。”

爆炸发生30分钟后，
王诗尧和队友就赶到现场
开展灭火救援。22日晚，他们
在之江片区搜救了一整夜，
身体已经很疲乏。“但我们不
想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被救出
的生命。”王诗尧说。他们一
遍一遍的地毯式反复搜索，
反复呼喊、击打建筑，看有没
有幸存者的回音。

正是这样的坚持，成
就了生命的奇迹。

凌晨6点多，在之江片
区西部，“有没有人？有人
的话就发出点声音。”王诗
尧和4名队友的呼喊，得到
了回应，循声找去，马先生

被发现了。
由于道路狭窄，车辆

无法进入，为了防止二次伤
害，又不敢使用大型器械，
王诗尧和队友就用手扒开
废墟，经过半个小时营救，
终于把马先生救了出来。

“我们来救你了，我们
救你回家！”消防救援队员
们一边安慰，一边背起他，
将他安全地送到了救护车
上。

王诗尧从事消防工作
已经8年，这是他遇到的最
严重的一次事故。此次响水
爆炸发生在化工园区，截至
23日上午7点, 已造成64人
死亡，21人危重，73人重伤。

据江苏省消防救援总

队参谋长、事故处置现场指
挥部副总指挥陆军介绍，整
个化工园区大概10平方公
里，爆炸区域中心有16个化
工企业和1个污水处理厂，
将近2平方公里。

“说实话，也有点害
怕。长这么大，这是见过的
最惨烈的一次事故现场。”
21岁的消防救援人员杨忠
旭说。

爆炸区域3个罐，其中
2个苯罐，1个甲醛罐，将近
4500立方米的物料，同时
燃烧。在险恶的环境中，江
苏930名消防救援人员，
184辆消防车展开地毯式
搜救。

“不放过一个区域，不

漏掉一个人。”陆军说，消
防救援人员划分为13个片
区，65个网格，已搜救疏散
近300名群众。

“生命都只有一次，能
有机会就不会放弃。”谈起
这次成功救援，24岁的消
防救援队员陆凤吉淡淡地
说，“救人就是我们消防队
员的职责，想太多就不要
干了。”

“作为消防员，亲人挺
担心的。”记者在采访中，
不少消防救援人员都表达
了这种愧疚之情。王诗尧、
杨忠旭、陆凤吉、张帝、覃安
极……他们冒着失去自己
生命的风险，拯救出被困40
小时的群众的生命。

响水爆炸事故救治一线：为了617个生命的赛跑！
文·摄影/新华社记者 凌军辉 邱冰清 季春鹏

40小时后，救出一名幸存者！
文/新华社记者 沈汝发 秦华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