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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战疫 的报道

一线快评

两名湖北籍海南医疗工作者
主动加入援鄂医疗队

请缨上一线 琼鄂都是家
本报讯（记者马珂）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

省卫健委了解到，两名湖北籍海南医疗工作者
主动请缨，加入我省首批援助湖北省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医疗队，使医疗队人数
增至149人。

“我年前请假回湖北探亲，没想到遇到疫
情，由于交通管制，无法第一时间回到工作岗
位。”主动加入医疗队的省卫健委药政处干部罗
红强说，当得知海南将组建医疗队援助湖北时，
他立即报了名，但没被选上。1月28日，医疗
队抵达荆州，罗红强再次向省卫健委申请加
入。“湖北是我的家乡，海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
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不冲上一线。”得到批准
后，罗红强立即赶到荆州，参与一线工作。

得知医疗队抵达荆州时，请假回荆州老家
照看生病母亲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院长
吴波，二话没说便申请加入了医疗队，负责医疗
队与荆州当地的协调保障工作。

“关键时刻，我们的队员不远千里增援我的
家乡，大家都是好样的！作为荆州人，我更应该
责无旁贷、投身一线。”吴波说，医疗队的目标只
有一个：努力工作，坚持完成援鄂抗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任务，不负省委、省政府
和海南人民重托！

好消息 增信心
■ 韩慧

好消息！2月2日，三亚中心医院2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这是
继1月29日首例确诊病例出院之后，海南第二
批出院病人。当天，三亚中心医院还有一位确
诊病人经治疗后2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转入
普通病区。

在与疫情鏖战中，患者治愈出院的好消息，
如同冲破云层的阳光，传递着信心，承载着希
望，令人振奋。

这个春节，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海南上下
联动，紧抓“三防”、落实“三早”，调物资、稳市
场，白衣战士“最美逆行”，人民公仆奔赴一线，
海外乡亲紧急支援，一批批口罩、防护服等紧俏
物资陆续到货……确诊病例治愈出院，它是对
全省有效应对疫情蔓延能力的检验，也是对我
省医疗防疫救治能力的检验。

在听到好消息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场
阻击战还处于关键时期，还需要我们咬紧牙关，
为胜利继续付出更大的努力。要继续准确把握
当前“三个没有过去”的阶段性特征和“三个需
要”的要求，严格做好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

“三防”工作。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愿这样的好消息越来越多。我们坚信，在

这场与重大疫情的较量中，有党和政府的坚强
领导，有这么多医护人员不舍昼夜的奋战，有人
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2月1日晚间11时许，位于澄迈
县的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欣龙控股）中试熔喷线车
间内，机器隆隆作响。

“我们刚完成一批熔喷无纺布产
品，共5吨，马上就要发往湖北仙桃。”
欣龙控股中试熔喷线车间主任助理
黄进对海南日报记者说，这几天，厂
里正忙着加班赶制一批批熔喷无纺
布，以供给下游公司制作口罩。

黄进介绍，医用外科口罩一般有
三层，面层、底层是普通的纺粘无纺
布，中间的熔喷层则由超细纤维无纺
布制作，工艺更精密，也是口罩具备
防护效果的关键。欣龙控股中试熔

喷线车间生产的，正是口罩中间这
“关键一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当前，口罩原料供不应求。从1月23
日起，欣龙控股的生产机器24小时
不停机，公司还组织一批员工“三班
倒”，分别在熔喷、检测、分切等流水
线上加班加点赶生产。

“这一批生产的是加静电产品，
我们需要加入聚丙烯切片、配合添加
剂，通过搅拌、加热、熔融挤出、喷丝
等步骤制成熔喷无纺布半成品卷
材。”守在车间熔喷主机前的操作员
王式航，当晚已工作7个多小时，疫情
期间，他和同事到岗前都要经过测体
温、消毒等环节。他说，生产一卷
3020 米长的熔喷无纺布半成品卷

材，只需一个多小时。
说话间，一卷半成品卷材制作完

成，定型后的卷材，裹着一层层棉白
熔喷无纺布，接下来王式航还需将卷
材取样送去做产品质量检测。

如何确定熔喷无纺布是否合
格？质量好不好？关键就在——

“滤效”。
“滤效指的是过滤效率，滤效高

低，直接反应口罩质量的好坏。滤效
越高，过滤掉空气中灰尘等污染物能
力越强。”欣龙控股检测员付蓉将新
送来的样品放上过滤效率测试仪，进
行多次检测后得出滤效平均值，“这
卷卷材滤效数值显示达到并超过
BFE99的质量要求，我们产品滤效在
99%以上。”

除了滤效，强度、克重等同样是被
检测项目。各项标准达标后，熔喷无
纺布半成品卷材才会进入分切环节。

车间内，工人陈明丘、黄法进正
负责着分切。“现在分切速度是每分
钟25米，快的话速度能翻倍。但下
卷前降低分切速度，更能保证产品质
量。”陈明丘说，他们要确保提供高质
量原料产品。

忙碌之余，黄法进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自己住在老城镇上吉村，这些
天村里还在村口设置了检查登记站，
时刻监测着大家的健康状况。“我们
上班不辛苦，医务人员他们更辛苦！”

陈明丘和黄法进共同忙碌着，待
他们将合格的熔喷无纺布产品封包
完毕，这些生产口罩的关键产品将会

集中转运发往全国各地。
据介绍，欣龙控股海南、湖北、湖

南生产基地预计在春节期间提供生
产发货的口罩用无纺布原料可用于
生产近亿只口罩，同时提供的防护服
用原材料预计可生产防护服300多
万套。

“作为海南唯一一家从事口罩和
防护服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材料生产
商，集团要求相关子公司的车间不放
假、不停机，加紧生产，尽最大努力为
下游口罩、医用防护服等产品的生产
厂家保障原料需求。”欣龙控股副总
裁何励说，公司还要求技术部门加紧
新技术和新材料的针对性研发，为抗
击疫情争取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老城2月2日电）

欣龙控股不停机 加班赶产口罩用熔喷无纺布原料——

“要确保提供高质量的原料产品”
洋浦多部门协作

着力解决区内消毒液
供应问题

本报洋浦2月2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符智）洋浦经济开发区多部
门协作，着力解决开发区消毒液供应问题。2
月2日上午，洋浦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相
继来到源安隆药房和一心堂药店分发84消毒
液，帮助药店张贴宣传海报，并叮嘱药店负责人
认真做好消毒液分发工作。

据了解，该批84消毒液共有800多瓶，是
洋浦生态环境保护局联合洋浦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2月1日下午协商金海浆纸企业供应的。

此外，洋浦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还制
作出一批使用说明书、84消毒液标签及宣传海
报。接下来，这批消毒液将由洋浦市场监督管
理局分批次分发到洋浦源安隆、一心堂、永敬堂
等5个药店，并免费为居民提供，确保疫情防控
工作落实到位。

2月1日，在海南省农垦中学
门口，环卫工人梁关进正对垃圾
桶用酒精进行消毒，她每天要到
40多个投放废弃口罩专用垃圾
桶的点位处理废弃口罩。

为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防止废弃口
罩造成二次污染，海口市在主要
街道、公共场所及三无小区（无
物管、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
的院落、楼栋）陆续投放口罩收
集桶。截至 1 月 31 日，已投放
570个废弃口罩收集桶，接下来
还将在更多公共区域补充投放。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旧口罩“回家”
健康你我他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2月2日，凌晨4时，城市还笼罩
在夜色中，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
三人民医院）隔离病区宿舍的灯已经
亮了。20来岁姑娘们顾不上“起床
气”，利落地洗漱后便赶往病房。

医院隔离病房的值班护士每4小
时轮一次班，她们是今天最早的一班。

从凌晨4时到上午8时，有太多
的事情需要完成：给生活区、隔离区
仔细消毒，为病人准备早餐，把热气
腾腾的早餐送到病人手中。繁杂的
工作除护士外，还需要医院食堂与负

责消杀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
上午8时到12时，是一天诊疗中

最关键的时段。7点起床的医生们没
到点就来到与隔离病房同处一层的办
公室。8时刚过，夜班医生完成交班，
接班医生就开始了查房。进入病房前
要穿上防护服，这个过程即便是熟练
的医生、护士也要用上近十分钟。

“原本两名医生就可以完成查房，
但今天有两位病人出院，所以得4名
医生一起查房，确保诊断准确。”该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吉家聪说，查
房除了核查、了解病情，很重要的一点
是安抚患者情绪，让他们树立信心。

10时刚过，医生和护士长集合到
办公室里，将查房了解到的情况汇总
交流，接着便打开了办公室里的电视
与摄像头。三亚市医疗救治专家组
的十多位专家早已等候在视频的另
一头。“这样的视频会议每天都开，时
间从最初的两小时变为现在的半个
多小时。”呼吸与危重症科副主任郑
辉才说，对病情的诊疗方式熟悉了，
开会的效率也提升了。

中午12时，护士长潘琴前来换
班，全副武装的她只有眼睛露在外
面，没能遮住她明显的黑眼圈。手里
提着3个患者家属送来的包裹，潘琴

正准备送进病房去，隔离病房中患者
没有陪护，护士既要完成医嘱，也要
为患者完成不少陪护该做的琐事。

“刚来的时候忙到凌晨一两点，还
整夜睡不着，总担心自己有工作没做
到位，担心病人和年轻护士的健康。”
潘琴说，现在主要的工作流程理清了，
每天的工作可以从容有序开展。

下午4时，两位治愈的患者最终
确定下午5时30分就能出院。这个
消息让27岁的护士王敏很高兴，“我
们还建立了一个营养饮食微信群，根
据患者的口味需求和营养需要配
餐。”王敏说，看到病人治愈出院，让

她感到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
晚上8时，值班护士完成了当天

的最后一次消毒，也收拾好了患者用
过的餐盒垃圾。脱下闷热的防护服，
汗水顺着她的头发淌了下来。

时针指向12时，隔离病房区一
片寂静。但医生办公室里却灯火通
明，值夜班的医生还在察看患者的病
情发展，随时准备处理着可能发生的
病情变化情况。

与此同时，新的一天开始，轮班
的护士们已经开始穿上防护服，开始
了新的忙碌……

（本报三亚2月2日电）

海南日报记者蹲点三亚中心医院感染科隔离区，记录抗疫最前线

隔离病区的“十二时辰”

编者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广大医护人员救治确诊患者的隔离区无疑是这场战役的
最前线。海南日报记者昨日起进驻定点收治医院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隔离区，近距离见证、记录白衣天使
们的无畏、坚韧与奉献，也记录抗击病毒、捍卫生命和健康最真实的场景。本报将推出“零距离”抗疫一线报道，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谭莹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
简称海医二院）内，从设置在15号楼
的隔离病区走到老年科病房，只需5
分钟。

可5分钟的路程，却是海医二院
热带病（感染病）科主任杜永国与重
病父亲之间“最遥远”的距离。

连日来，抗疫一线的辛苦，总会
被医护脸上的笑颜化解不少。但今
天，杜永国却流泪了。泪水并非因为
工作的艰辛与劳累，而是由于负责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患者的
治疗与诊断工作，杜永国需要24小
时隔离在医院不能离开，无法去病重
父亲的床边尽孝。

“为儿不孝！”一句话，是杜永国
对父亲的愧疚，也是他对抗“疫”的决
心和责任。

刚上抗疫一线
父母先后住院

海医二院里15号楼和17号楼，

都被拉起了警戒线。这里是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患者的病房
以及热带病（感染病）科医护的生活
隔离区域。

自1993年毕业，杜永国便在感
染病科工作。27年来，除亲身参与抗
击非典疫情，这或许是他面临的第二
次重大挑战。

“过年前，我们医院虽然还不是
定点医院，但院领导预判了疫情发
展，我们就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杜
永国说，启动发热门诊、腾出隔离病
房、科室全员取消离岛休假随时待
命，准备工作有条不紊。

1月24日，海医二院被省卫健委
指定为疑似病例定点收治医院之
一。大年初一，医院收治第一例疑似
病例，杜永国和全科71名医护人员
进入隔离病区，开始了24小时的隔
离生活。

大年初二，在一线“奋战”的杜永
国接到电话，78岁的父亲因为肺气肿
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而大年初四，
他的母亲因为高血压也住进了医院。

对于患者的诊疗和救治，杜永国

早有准备，但双亲的先后住院，却让
他措手不及。

父亲病情危重
儿子只能遥望

由于不能离开隔离区，父母的照
料工作只能由杜永国的家人代劳。

“你照顾好自己，爸爸这里有我
们！”杜永国的微信上，每天都会有来
自哥哥和妻子的信息，或及时告知老
人病情，或拍照片视频给他看。

“爸爸病情加重，上了呼吸机
……”“爸爸出现心衰的情况，医生刚
刚抢救……”当看到这些信息时，杜
永国的眼泪已经掉了下来。

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父母一直
跟在他身边生活，女儿也由父母一手
带大。从事感染病工作27年，父母
一直默默支持，从没说过“不”字。也
得以让他安心在岗位上治病救人。

如今，病重的父亲就住在距离自
己不到5分钟路程的老年科病房，但
为严格遵守规定避免传染风险，杜永
国却迈不出这条隔离警戒线半步。

作为医生，他再清楚不过父亲目
前的病情意味着什么，可他却无能为
力。2月1日晚，站在警戒线边缘离
父亲病房最近的地方，杜永国叹了口
气，转身又回到了岗位上。

疫情之下
感染科人责无旁贷

“你们要多吃点，别怕胖，等疫情
结束，给你们批假减肥！”2月2日中
午，院长王毅慰问医护时的这句话，
把大家都逗笑了。

这是这些“无名英雄”在病房外
难得的轻松一刻。

“我为我的团队感到骄傲！”杜永
国说，从事传染病专业，注定要耐得
住寂寞、扛得住风险。

“我们这个专业，平日里也承受着
传染病带来的感染风险，谨慎仔细是
所有感染科人的共同特质。当疫情来
临，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感染科人！”
杜永国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全科71名
医护集结到岗，没有一个人表示退缩。

“非典疫情时，我们是海南的定

点接受疑似和确诊病例医院，如今我
作为科室主任，要在保证治疗的同
时，对我的71个兄弟姐妹的安全负
责，容不得半点懈怠。”杜永国说，他
每天精神高度集中，离开病房还要考
虑医护人员休息、保障等问题。

对于收治的疑似病人，杜永国和
团队不仅仅要提供治疗，还要去安抚他
们的不安情绪。“在采样和最终给出检
验结果的过程中，患者往往十分焦虑，
会打电话不停询问。我们理解这样的
感受，所以尽量去疏导他们的紧张情
绪。”杜永国还特地把自己的电话号码
留给了一些情绪紧张的病人，在工作之
余随时回答患者提出的各种疑问。

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医院已组
织看望了杜永国的父母，并表示将妥
善照顾两位老人，这也让杜永国得以
安心坚守岗位。

“我们都盼望这场抗疫战早日结
束，期盼所有一线医务人员能保患者
平安，能早日归家！”杜永国说。

采访结束，正值中午。阳光洒在
过往人的脸上，给予所有人都盼望的
温暖。 （本报海口2月2日讯）

海医二院医生杜永国24小时坚守一线抗疫，父母住院却无法照顾

5分钟“最遥远”的距离

外航捐赠20万只口罩
抵达三亚

本报三亚2月2日电（记者徐慧玲）为切
实保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需
要，三亚市积极联系入境旅游企业寻找相关防
疫短缺物资。经多方协调，哈萨克斯坦斯卡特
航空公司为三亚送来外航捐赠的20万只一次
性医用口罩，已于2月2日抵达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

据悉，此批物资是由三亚友谊国旅协助哈
萨克斯坦斯卡特航空公司为三亚送来的首批外
航捐赠物资，将为缓解相关防疫物资紧张起到
积极作用。目前三亚市旅文局与三亚友谊国
旅、哈萨克斯坦斯卡特航空公司方面建立了通
畅的三方联络通道，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集合
各方力量提供后续相关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