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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徐敬

“12号床、27号床、46号床、54
号床……”2月4日上午9时许，三亚
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感
染科副主任林昌锋在该院隔离病房
区的办公室内核对待会儿要采集咽
拭子标本的患者名单。“今天早上一
共要采集8位患者的咽拭子标本，量
不算大。”他说。

“这是整个救治过程中风险最大
的操作环节。”该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副
主任郑辉才介绍，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进行确诊或监控病情变化，
需要获取咽拭子标本。采集咽拭子标
本的过程中，患者摘下口罩张开嘴，会
产生大量携带病毒的气溶胶。这样的
危险操作，自此次疫情发生以来，林昌
锋已进行了近两百次。“几乎隔离区全
部患者的咽拭子标本采集都是他在
做。”郑辉才说。

9时许，林昌锋穿上厚重的防护
服，戴上双层手套、N95口罩、护目镜
和防护屏。这个过程对55岁的林昌
锋来说并不轻松，他花了近20分钟才
完成。

“你们都不要进去吧。”采集咽拭
子标本过程中患者会脱下口罩，也会
咳嗽、打喷嚏，风险很大，林昌锋没让

护士及其他人陪他进隔离病房。身材
有些瘦小的他，穿上防护服后显得有
些臃肿，他一个人打开病房门迈了进
去，然后再紧紧关上。

10点半左右，林昌锋从隔离病房
出来，脱下防护服的他已汗流浃背。

“采集一例标本，快的两三分钟，慢的
五六分钟。”林昌锋介绍，咽拭子标本
主要来自咽部，采集时，他用压舌板压
住患者舌头，然后再用棉签在患者咽
部搅动。

“我与患者的面部距离只有 30
厘米左右，再远就不方便采集了。”林
昌锋说，患者本身就有咳嗽、打喷嚏
的症状，加上异物伸进喉咙时，人会
本能地咳嗽、呕吐，所以很容易沾染

到病毒。
如果口罩绑得比较松，患者飞沫

溅到防护屏内侧，或是口罩过滤效果
不佳，林昌锋都有可能感染患病。“虽
然林主任没有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
我们知道他是不想年轻的医生护士过
多地接触患者，把风险留给自己。”郑
辉才说。

其实，这不是林昌锋第一次奋不
顾身冲锋在防控疫情一线。17年前，

“非典”疫情发生时，林昌锋是该院发
热门诊的主治医师。“最多的时候一天
涌进来100多位发热患者，一开始也
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非典’患者。”林
昌锋介绍，2009年，他还参加了支援非
洲医疗队，在埃塞俄比亚抗击疟疾疫

情3个月。
“林主任碰到什么荣誉总是往后

躲，治病救人总是冲在前线。”在该院
急诊科工作10多年的工作人员卢珂
如是评价林昌锋。

从 1月 20日到现在，值守的医
护人员大部分已经轮换了，但林昌
锋每天都坚守在医院和患者打交
道。

“大年三十晚上，我老婆送东西
来，想隔着铁门远远看我一眼，我一
直在病房里忙，连她电话也没接到。”
谈到什么时候轮换休息几天，林昌锋
说，很多工作还没做完，还没有休息
的计划。

（本报三亚2月4日电）

三亚中心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林昌锋冒着被感染的风险采集咽拭子标本

这项危险操作，他进行了近两百次

来自战疫 的报道

隔离区蹲点日记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徐敬

2月4日，立春，是个风和日暖、
孕育希望的日子。下午，阳光照射在
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
院）感染科大楼上，大病初愈的谭阿
姨从病房里走出来，看着明媚的阳
光，忍不住喜极而泣。她也是海南第
5例符合出院条件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

1月25日凌晨，谭阿姨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某医院确诊后转入三亚中心

医院治疗。“她刚来的时候情绪不太
好，比较担心自己的病情。但后来她
的心态还是比较好，比较乐观有信
心。”该院感染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医
院在综合施治的同时，鼓励谭阿姨要
有信心，相信医生一定会全力为她治
疗。

“感谢医生护士们的付出，他们
冒着危险在救治我，这让我很感
动。”谭阿姨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
她住院期间，医生护士给了她很大
的信心。

“谭阿姨刚进来的时候有发热、
乏力等症状，肺部也有并发炎症。我
们就进行了抗病毒、抗感染的治疗。
从1月29日开始，谭阿姨的病情开始
好转，我们在给她信心的同时，其实
她也在给我们信心。”谭阿姨的主治
医生陈祖乔透露。

陈祖乔打开微信，里面还保存着
他与谭阿姨的聊天记录。“阿姨，昨晚
吃得饱吗？”在微信里，陈祖乔会细心
询问谭阿姨的各种状况。2月1日中
午午休时间，谭阿姨在微信上告诉陈

祖乔她想吃干饭不想吃稀饭了，陈祖
乔就立即去食堂落实。

同时，三亚中心医院还安排了睡
眠心身医学中心的医生为谭阿姨进行
心理辅导，以缓解谭阿姨焦虑的情绪，
为患者建立饮食微信群，安排专人根
据患者病情和意愿制定饮食方案。

“我没见过这个隔离区任何一位
医生护士的脸，以后出去我可能也认
不出他们，但正是有了他们冒着风险
的付出我才能那么快出院。”谭阿姨动
情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道。

出院前，谭阿姨特地给医院和医
护人员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感谢
医院组织大量的专家医生为我讨论制
定治疗方案。护士随叫随到，随时观
察病情，我的病在医生和护士的努力
下，才能这么快好起来。”

在谭阿姨即将出院之时，该院隔
离区指挥部组长梁冬不忘上前叮嘱她
出院之后要加强锻炼，增强身体的免
疫力，14天的医学观察期间不要与家
人接触。

（本报三亚2月4日电）

三亚中心医院治愈出院患者谭阿姨：

“感谢医护人员冒着危险救治我！”

一线快评

■ 魏燕

连日来，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
献爱心，支援海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截至2月2日，
海南省红十字会共接收社会捐赠物
资价值1357.80646万元、接受社会捐
赠款 362.502724 万元。（据2月 4日
《海南日报》）

抗疫到底，共克时艰。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无数医务
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无数党员干部
坚守岗位；无数工人加班加点抢建医
疗设施……在这些“逆行者”身后，是
无数的人民群众，他们主动配合、默默
支持，并且尽己所能、尽己所有，用点
滴爱心汇聚成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

他们可能是平凡工作岗位上的
普通人，日常响应号召宅在家，但只
要看到抗疫一线有需要，马上捐款捐

物；他们可能是和疫情防控工作相关
的公安民警、村（居）委会工作人员、
服务保障人员等，因日常工作需要和
隔离观察人员接触，在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之余，也不遗余力地给予隔离
人员悉心的关怀和爱；他们可能是普
通商户，踊跃捐赠各种医疗物资，主
动给一线医务人员送营养品，改善医
务人员的生活条件；他们也可能是信
息发布人员，利用自身平台优势，提

供准确全方位的疫情信息、物资需求
信息,缓解大家的焦虑情绪……疫情
当前，大家都自觉行动起来，献出一
片爱心，为抗疫斗争出一份力。

面对仍然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哪怕只捐一
块钱，节省一个口罩，这点滴爱心，
也都会如涓涓细流汇成温暖的江
河，为正在和病毒进行殊死搏斗的
病人、家属以及一线工作人员提供

强大精神支撑。爱心的一次次传
递，还可以感染更多人，让更多的人
参与进来，构筑起团结一心共渡难
关的万里城墙。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抗疫斗争
中无数的爱心故事让人感动，催人奋
进。让我们携起手来，接过爱的接力
棒，将爱心传递下去，将温暖传递下
去，将力量传递下去，用我们的爱与坚
强，夺取这场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让点滴爱心汇成万众一心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伍昭静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不要上
门服务？”2月 4日一早，南方电网
海南定安供电局城区所所长叶毓
能接到一个客户服务工单，电话打
过去，号码显示客户来自湖北武
汉。原来，对方姓林，是两位从武
汉回来的老人，连着十多天一直没
能出门，就在昨天，家里突然没电
了。

这没电的一天，把林家老太着急
得不行。“女儿一家都在武汉工作，我

们也搬到武汉常住了，今年就我俩带
着孩子回来过年，家里没别人了。”老
人说，无奈之下，她发了条朋友圈，大
家纷纷出谋划策，但非常时期，林家
老人又身处隔离期，都没法上门。

到了晚上，黑漆漆的家里，让两
位老人感到有些恐惧和无助。辗转
了一夜，他们还是拨通了供电局的服
务电话；与此同时，林家需要复电的
消息也从定安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转
了过来。

按理说，用户家里的表后线小故
障，不属于供电局的维修范围。但定
安供电局负责人当即表示：“来自武

汉的客户更需要我们关心。”
在定安城区供电所，好几个党员

戴着口罩，纷纷站出来：“我是党员，
让我去！”

林老太一家没想到，自己求助
电话打出去，这非常时期，不仅供电
局员工来了，当地卫健委也派人上
门帮忙。

一听说还要进门查找故障原
因，林老太又担心了：“回家这十多
天，没人进过我家门，连菜都是亲戚
买好了放在门口。我也怕影响大
家，这多不好。”

可定安供电局配电班班长杨传

定态度很坚决：“阿姨，你家的故障找
不到我们就没法修，您家怎么来电
呢？再说了，这不是还有卫健委的工
作人员帮我们消毒嘛。”一席话打消
了林家两位老人的担心，电网员工这
才戴上手套，揣着电笔，走进客厅，逐
一检测了插座。

为了不影响别人，林家两位老人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等待着。20分钟
不到，“啪”的一声，灯突然亮了！林
家两位老人高兴得一下打开了房门，
隔着客厅连声道谢。

“非常时期，更是要非常服务。”
叶毓能说，类似的情况可及时联系电

网，供电人员也会按照防疫要求做好
防护，开展服务工作。

连日来，在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
司统一部署下，定安供电局既要做好
春节和防疫保供电工作，对防疫指挥
机构、医疗机构和集中防治区域等重
要场所提供电力保障服务，也要上门
服务客户，截至目前已经为181户客
户消除故障，恢复送电。

而看着走远的工作人员，林老太
发了一条朋友圈，附上一张家里亮堂
堂的图，上面写着：“感谢热心人，我
家灯又亮了！”

（本报定城2月4日电）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梁崇平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是真正关
心我们，还有上门服务的海口市人民
医院医生，让我们感受到关爱和温
暖，请一定好好宣传报道他们的事
迹，替我们转达一句‘感谢’！”2月4
日下午，居住在海口市美兰区美丽沙
社区天颐湾小区的韩女士，向海南日
报记者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并讲述了
她的故事。

原来，韩女士祖籍湖北省十堰
市，2019年10月和丈夫来到海口，
准备在这里过冬。1月20日，韩女士
乘坐飞机回十堰做眼部提眉手术，23
日回到海口，计划27日返回十堰拆
线。但受到疫情影响，韩女士不仅无
法返回湖北，在海口也被告知需居家
隔离观察。

1月30日，眼看着拆线时间已过
两日，如果再不进行手术，伤口有可
能发炎。韩女士只好向小区物业和
社区居委会发出求助。

美丽沙是海口市一个典型的候
鸟型小区，疫情防控期间，隔离管控
的人员较多。美丽沙社区党支部书
记欧阳亚林收到求助后立即登门了
解具体情况。

“社区住户多，情况也复杂，要守
好小区的大门、管好里面的人，首先
要服务到位才行。”欧阳亚林说，居家
隔离的人员是严禁外出的，但考虑到
韩女士的情况特殊，她第一时间将情
况向街道办和美兰区委、区政府及区
卫健委汇报。经过大家讨论，决定安

排医务人员上门为韩女士服务。
当天下午，美兰区人民街道卫生服

务站和白龙卫生院的医生就来到了韩女
士家中查看，均认为可以居家进行拆线手
术，但由于医疗器械和设施条件有限，基
于安全考虑，当天并没有实施手术。

1月31日，经海口市美兰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协调，海口市人民医院派
出眼科医生携带工具上门为韩女士
服务。

“真的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心
我！”韩女士说，由于她本人尚处于居

家隔离观察期，上门服务的医生都穿
着防护服，但态度非常和蔼，“让我们
感受到一股暖意”。

据了解，韩女士家中没有手术
台，她就躺在沙发上，医生蹲着为她
进行手术。“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穿
着防护服的医生就蹲在那里，耐心地
把手术做完。”韩女士说，手术非常顺
利，现在恢复得很好，她发自内心地感
激医生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感觉
被当作家人一样对待，很温暖”。

（本报海口2月4日讯）

暖心
故事

居家隔离老人家中断电，黑暗之中，电网员工上门了

爱 点亮老人家中灯！

居家隔离女士需手术拆线，发愁之时，社区医院上门了

爱 温暖湖北“候鸟”心！

海口琼山区卫健委副主任张立宏：

当好健康“管家”
传递天涯温情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许晶亮

“组长，住901房的服务对象冯阿姨闹肚子，
且有发热症状。”1月31日零时28分，琼山区卫健
委副主任张立宏刚做完生活物资保障的信息统计
报送工作，就接到组员的电话。

“好，我马上让医疗服务队上去。”情况紧急，
挂断电话，张立宏立即协调医疗服务队前往冯阿
姨的住房，琼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医疗保障组马上
安排救护车，并对接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提供医
疗服务保障。

1月27日，琼山区健康服务中心成立，身为
共产党员的张立宏主动申请到该中心工作，并担
任后勤保障组组长，为有旅居湖北史的健康服务
对象提供生活保障。从那一天起，张立宏就很少
回家，几乎是24小时守在健康服务中心。每天除
了电话不停，他还需要在医院至服务中心之间来
回跑。“后勤保障组人员晚上可以不在健康服务中
心过夜，但为更好地开展疫情防控，做好服务对象
的保障工作，他每天都吃住在健康服务中心。”琼
山区卫健委工作人员柯兴昌介绍。

7个小时后，经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生会
诊，冯阿姨被诊断患一般性肺炎及胃肠炎，不是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医院等候了一晚上的
张立宏松了一口气，顾不上休息，又安排救护车将
冯阿姨接回健康服务中心。

“祝您生日快乐，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生日蛋
糕！”1月31日上午，住在琼山区健康服务中心909
房的另一位有旅居湖北史的冯女士推开房门收到一
份意外的惊喜。工作人员将一个生日蛋糕送到她手
中，而这个蛋糕是张立宏自掏腰包为她购买的。

两人素不相识，张立宏也不知道当天是冯女
士的生日。当天早上，处理完冯女士的事情，细心
的张立宏发现有外卖小哥为冯女士送来一个包装
精美的礼盒。经打听，张立宏才知晓当天是冯女
士的生日。随后，张立宏在网上为冯女士订了一
个生日蛋糕。

“感谢你们，让我远在他乡过了一个别样生
日。”接过蛋糕，冯女士心中满是感动。“其实也没
有什么，给服务对象买生日蛋糕只是一件小事，重
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他们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他们身后还有我们这些人，大家共同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张立宏说。

就这样，张立宏通过做好一件件“小事”，当好
健康“管家”的角色，让服务对象感受到了温暖。

（本报海口2月4日讯）

定安黄竹镇莲堆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甘当防疫“螺丝钉”
规劝村民不摆宴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黄祥 实习生 陈宋釜

“还好王队长把我劝住了，办孙子满岁宴，太
有风险了。”2月4日，定安县黄竹镇莲堆村村民王
大雄（化名）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原来，他原计划
在2月1日给满一周岁的孙子办6桌酒席。

莲堆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王积山提前得知
这一消息后，给“拦”了下来。莲堆村开展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王积山提前结
束春节休假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挨家挨户走访，提
醒大家疫情防控的细节，做好防控摸底排查工作。

在走访排查过程中，王积山发现，村民王大雄
（化名）正在筹办孙子的满岁宴，6桌酒席至少有60
人聚餐。万一其中有病毒携带者，后果不堪设想。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会人传人的，把
这么多人邀请到一起聚餐是很危险的。”王积山当
即向王大雄宣传我省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和防疫
要求。

“都是亲戚朋友，没有外人，我们这里也没有
人得病，有什么关系。”尽管王积山耐心地劝说了
一个多小时，王大雄还是坚持要办酒席。

王积山决定采取“迂回战术”，他找到了王大
雄的儿子，讲清道理，说明利害关系，最终获得了
理解和支持。其子表示愿意配合劝说父亲。

2月1日中午，王积山来到王大雄家，只见全
家5口人正在吃饭，原定的酒席没有办。“王书记，
我听你的，酒席我们不办了，我们自家人简单庆祝
一下就行了，只是……”看到王大雄吞吞吐吐的样
子，王积山感到他肯定有难言之隐。经过细心询
问，王积山得知，王大雄在春节前已经预订了1只
黑山羊并交了订金。

“别担心，羊的问题交给我来解决吧！”王积山
当即联系派出单位海南省审计厅，经讨论决定，干
部职工自掏腰包，团购了王大雄预订的黑山羊，不
让他有半分损失。

“现在办酒席确实不合适，我们不能给防疫工
作添乱。”看到王大雄主动放弃办酒席，村里其他几
户准备办酒席的村民主动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们就像是防疫工作中的螺丝钉，要在细微
之处做好工作，还要为群众做好服务，一定要将疫
情防控工作落实落细。”王积山将莲堆村“两委”干
部和驻村工作队员、乡村振兴工作队员责任落实
到片区，每人包干到户，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截至目前，共组织设置进村检查点3处，走访排查
农户336户，发放宣传单920多份，悬挂标语16
条，劝阻取消各类非必要的人群聚集性活动11
次，明显提高了村民的防控意识。

（本报定城2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