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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战疫 的报道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冯谋瑞

“想不想爸爸？”“想”“在家要听
话，等爸爸忙完回家带你。”……近
日，一段警察父亲与女儿隔着楼梯对
话的视频引起公众的关注，纷纷转
发。

视频中的父亲是省公安厅海岸
警察总队（筹备组）三亚支队红沙派
出所民警黄超，这位被女儿自豪地称
呼为“超人爸爸”的基层民警，已有十
几天连续奋战在防疫一线没回家。1
月31日，他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为
家里购置生活用品，却没有选择走进
家门，而是将东西放在门口与女儿相
隔楼梯对话，随后便返回岗位工作，
这一幕被妻子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短短44秒的视频引起了众多网
友关注，他们表示这段“隔空”对话温
暖人心。黄超说：“作为一名父亲，我
用这种方式把爱传递给家人；而作为

一名警察，需要我用行动坚守在防疫
一线。”

作为红沙派出所大东海警务室
的负责人，管理好这片近3公里长的
海岸线区域是黄超的职责所在。为
了做好疫情排查防控工作，连日来，
黄超和同事24小时轮班值守，吃住
在警务室。“每天都有不少游客擅闯
景区沙滩，3公里长的沙滩岸线，我
们要来回奔波，这对民警来说是一
项不小的考验。”黄超说。

“虽然景区沙滩区域在疫情发生
后，已经进行了管控，但景区的停车
场等公共区域却成了很多自驾游客
的露营之地。”黄超说，他和同事每天
联合当地卫健委、社区工作人员，逐
一对停车场内的游客进行走访登记、
测量体温，必要时还要为游客提供口
罩、消毒液等物品，有时还充当采购
员，帮助游客采购一些生活物品，安
抚游客的情绪，一些游客还与他成了

朋友。
1月29日，在景区露营且有疫区

旅居史的医生周先生，在得知家乡疫
情防控急需医务人员的消息后，迅速
联系黄超，讲明想要回去支援家乡的
想法。由于周先生健康观察已满14
天，黄超立即请示报告，并于次日安
排周先生以最快速度进行抽样检
测。经检测无恙，周先生于2月2日
启程返乡。临行前，黄超还为周先生
送去了口罩、饮用水等返程必备物
品，这让周先生感受到三亚人民满满
的热情。

黄超坦言，家人对自己工作的支
持和理解，成为他能够义无反顾奋战
在前线的动力。黄超的妻子还特地
给丈夫画了一幅画，画中穿着制服戴
着口罩的民警眼神里透露出无比的
坚定。“等疫情结束后，我就买个镜框
把画装裱起来，和婚纱照挂在一起。”
黄超说。 （本报三亚2月6日电）

■ 本报记者 马珂

等待，让时间凝固。
迎接，看生命之花绽放！
2月6日下午，省人民医院第一批治

愈的2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
病例，出院了。

两小袋行李，身着便装，带着笑意的
眼睛，脱掉病号服的他们一身轻松。

“感谢海南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一句简单的话，由衷地道出他们多日以
来心中的默念。

出院患者陈先生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从确诊到治愈，他似乎经历了一场
生与死的历程。“确诊时，觉得自己没希
望了，但到了医院，没想到下午症状就
有了减轻，是这里的医护人员让我重燃

了生的希望。”陈先生说，他想告诉所有
病友，“病不可怕，配合医生治疗会好
的！”

出院患者管女士，向记者讲述了令
她感动的一件事。1月26日被确诊后，
她立即联系了武汉的一名医疗专家，对
方给了她一个中医药方。在和省医院医
护沟通后，医疗组专家立即对药方进行
了研究，并针对病区里病人的不同情况
进行了调整。

“第二天，这里确诊的患者全都喝到
了暖暖的中药汤剂，我们感觉到医护们
的真心和精心！”管女士说，十分感谢医
护人员冒着感染风险，舍小家为大家，守
护着患者，给患者安全感。

“病房里，他们总是喊我们‘阿姐’
‘阿叔’，让病房有了家的感觉，有了温情

存在。”管女士笑着说，通知她出院时，她
对医护人员真有些不舍。

据了解，管女士一家10口人来海南
旅游，其中3人被确诊，她出院时，自己
的父亲和丈夫仍在医院治疗。“我们带
着美好的向往来到海南，我相信我的老
父亲和丈夫也能在海南人民的帮助下
早日治愈。我们10个人来，也要10个
人一起回去，回到我们的家乡！”管女士
说。

提到仍在治疗中的病友们，管女
士攥起拳头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每个人都是战士，我们要坚
定信心和决心战胜疫情。早发现、早
隔离、早治疗！病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失去了斗志，我们都要一起加油！”
管女士紧握的拳头始终没有松开，现

场的掌声也久久不息。
临走的时候，陈先生和管女士，第一

次看到了救治他们的医生脱掉防护服
后的样子，虽无法辨认，但医护们十几
天的日夜守护，让他们成了最熟悉的“陌
生人”。

“来，留个电话，以后永远是朋友！”
管女士认定这是一场生死之交！

（本报海口2月6日讯）

➡2月6日下午，省人民医院2例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患者出
院，这也是海口市首批出院的确诊病
例。 图为医护人员鼓掌祝贺两位患者
出院。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省人民医院第一批治愈的2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感谢海南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抗击疫情，刻不容缓，我们要与时
间赛跑，与疫情赛跑！”连日来，交行海南
省分行管理层多次如是强调。

为了确保防控前线的省内企业、机构
及时享受金融支持，交行海南省分行迅速
成立授信专项小组开辟授信绿色通道，用
交行速度与疫情战争抢时间，给疫情防控
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和速度不断“升级”。

特事特办
开辟战“疫”授信绿色通道

当获悉三亚市某医院组建支援医疗
队奔赴武汉开展援助工作之时，交行三
亚分行第一时间成立专项突击队，召集
队员结束休假，主动对接客户。确定了
客户的授信需求后，立即启动授信绿色
通道，同时联动交行省分行授信专项小

组，共同加班加点收集资料，制定方案，
利用“全流程无纸化”实现了仅两日即为
该医院申请8000万元商票保贴授信额
度的目标，为战斗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疗
机构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非常时期，非常举措。疫情期间，交
行海南省分行对凡涉及防控疫情的业务

“特事特办”。
尤其是医院类企业、核心企业小微

成员等客户所需药品、防护用品、医疗设
备等物资的科研、生产、购销及产业链环

节的经营性融资需求，交行海南省分行
倾斜信贷资源，缩减放款时间、简化授信
流程，保障信贷投放。

春节后，该行给予相关药企和医院
共计1.2亿余元授信支持，其中已发放贷
款3000余万元，已审批待发放授信额度
9000余万元。

纾解困境
多措并举减轻疫情影响

“交行将加大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

业企业的授信支持力度，积极战胜疫情
影响。”面对企业客户关心的逾期、还款
计划、授信等问题，交行客户经理这样回
答道。

据了解，交行海南省分行对于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
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
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严格落实“不抽贷、
不断贷、不压贷”。同时对受疫情影响经
营遇到暂时困难的小微企业，根据实际
情况通过展期、还款计划变更、无还本续

贷、信贷重组等方式支持企业正常运
营。疫情期间，为纾解困难企业，该行已
安排调整11户还款计划，覆盖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旅游服务、制造业、建筑业
等多个行业。

隔离病毒却不隔离温暖，为致敬战
“疫”一线工作者，该行针对参加疫情防
控的医护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确诊患
者、疑似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配偶，疫
情期间其在交行的个金资产业务还款给
予最长3个月还款宽限期。宽限期内还

款的，不算逾期，不计收罚息和复利。

温情坚守
线上线下实时提供高效服务

“我已上岗、在线办公，减少外出、防
护优先，手机银行、功能齐全……”这是
每一位交行客户经理每天在线办公的第
一句话。虽然疫情当前，但交行服务不
减，网银、手机银行、应用小程序等电子
渠道可以实现办理“线上抵押贷”等融资
产品申请，让客户足不出户便可实现融
资申请；“电话外呼、一对一视频、云端银
行”可以让客户顺利对接线下客户经理，
保障线上产品及沟通渠道畅通。

同心共力，众志成城。交行海南省
分行将继续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支持
疫情防控工作。

开辟抗“疫”绿色通道 有速度更有温度

交行海南省分行：逾亿元战“疫”贷款驰援一线

■ 本报记者 李磊

“我去疫情防控一线的申请批下来了吗？我
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这几天，琼海市旅游
协会新琼海人分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赵宴伟的手
机不断接到类似的电话。

打来这些电话的是协会7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候鸟”医疗人才，他们在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
纷纷响应当地人才部门的号召，报名成为我省医
疗后备力量。其中年纪最大者已有80岁。

疫情发生以来，省委组织部多次召开专题部
务会，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号召全体组工
干部、各级党组织和各类人才全面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候鸟”人才是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重
要人才补充，是我省疫情防控工作可依靠的一支
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海南过年的医
疗卫生领域“候鸟”人才共有229名，涉及西医、中
医、护理、保健、康复等多个领域和呼吸内科、儿
科、检验科等多个专业。

在省委人才发展局和各市县人才部门的号召
下，这些医疗卫生行业的“候鸟”人才纷纷表示随
时待命：若有需要，第一时间投入到应对疫情防控
工作中去。

“我报名，我是老党员，专业也对口。”“我在医
疗战线上奋战了数十年，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而且经验丰富，需要我时就能顶上。”疫情发
生后，澄迈县康乐美养老协会“候鸟”党支部微信
群中，许新梅、晏贝珍等多名在海南过冬的“候鸟”
医护人员，面对当地组织部门征集候鸟医护人员
的通知，纷纷请愿。

这几天，陵水黎族自治县富力“候鸟”人才工
作站主动对接联合物业，发动工作站联络的“候
鸟”医疗人才，率先在全县成立了“候鸟”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队开展工作，分为医务指导组、物资保障
组、人员管控组、对外联络组、特情处理组等5个
工作小组，成为该县抗疫工作中的重要补充力量。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鹭湖小区，李智林
等5位有爱心、能干事的“候鸟”医疗卫生工作者，
主动联合当地镇政府、小区物业，成立了“白鹭湖
防疫临时小组”，对每天进出小区人员进行登记、
宣传病情防控知识、收集业主建议、免费发放医用
外科口罩、提供决策建议等……

疫情阻击战中，三亚市吉阳区10名医疗领域
的党员“候鸟”人才志愿组成了“候鸟”应急医疗团
队，在卓达社区、红沙社区街头巷尾进行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宣传，为过往居民免费
测量体温、发放资料、专业讲解疫情。

“当前疫情紧急，让群众提高防控意识、做好
防控措施刻不容缓，作为一名‘候鸟’医疗卫生人
员，能够发挥余热，尽己所长为群众送健康，我感
到很荣幸，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该“候鸟”应
急医疗团队成员贾江田如是说。

（本报海口2月6日讯）

在琼“候鸟”医疗卫生人才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面前“候鸟”不候

隔离区蹲点日记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2月5日21时许，三亚中心医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隔离生活区
内一片寂静。该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医师吉家聪忙碌了一天，正准备休
息，此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电话那
头说，其他市县某医院有位患者可能
会在凌晨转运过来，患者病危，情况
紧急。吉家聪意识到，这可能又是一
个无眠的夜晚。

同时，在隔离病房区的办公室
内，医生冯海平正在值夜班。本来值
夜班的医生下午可以休息，可当天临
时有位患者的病历需要完善上报，所
以冯海平从早上开始只在中午休息
了一个多小时。22时许，冯海平接到
通知，让他做好准备，随时接治送来

的病危患者。

一个人将40斤重的
呼吸机抱上3楼

2月6日凌晨2时许，吉家聪的手
机又响了。对方告诉他，患者确定要
转运过来了，吉家聪赶紧起床做准
备。同样没睡的还有55岁的感染科
副主任林昌锋，虽然危重症病人不是
他主要负责，但他总说还是要去看一
下才放心。

时间接近凌晨4时，隔离病房区
寂静得听得见心跳。林昌锋、吉家
聪、冯海平3位医生和赵丽娟、孙承芳
2位护士早已穿上“全副武装”的防护
服，准备好病床、呼吸机，严阵以待。

来了，暗夜里一辆救护车驶到了
感染科大楼下。车门打开，患者已经
处于昏迷状态，并且身上还连着呼吸

机。这台转运呼吸机，重约40斤，呼
吸机不能断，必须跟着病人一块送到
3楼的病房。

冯海平和两位随车来的医生在
推担架车、照顾病人，吉家聪来不及
多想，就上前抱起转运呼吸机，跟着
担架车沿旋转坡道走上3楼。穿着厚
重的防护服本已行动不便，加上身前
抱着转运呼吸机，从1楼到3楼这段
不长的路，吉家聪累得汗流浃背、气
喘吁吁。

“室外温度有点低，爬楼的过程
中，护目镜里很快起了雾，挡住了视
线，但我们把每一步都走得稳稳的。”
冯海平事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一夜未眠，他们跑赢
了死神

将患者送入病房后，吉家聪和冯

海平开始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患
者心率正常、血压正常，但是血氧饱
和度偏低、血气分析达到呼吸衰竭指
标，自主呼吸较弱。

抽血、做气管插管护理、吸痰、做
雾化、输液、纠正酸中毒……医生护
士们分工明确、紧张有序地进行。直
到凌晨4时30分，因为早上8时还要
查房、采集病人咽拭子标本，林昌锋
这才走回宿舍休息。

吉家聪和冯海平则继续在病房
内忙碌，为患者进行抗感染、抗病毒
和生命支持的治疗。完成这些，患者
的生命体征较平稳，时间已经是凌晨
5时许。当两人换下防护服、完成清
洁消毒走出隔离病房区时，天空已经
微微泛白。

回到宿舍，吉家聪简单洗了个
澡然后睡下。而在办公室内，冯海
平还在工作，因为夜班要到早上 8

时才交班。
早上 7 时许，刚刚升起的太阳

照进隔离生活区，早班的医生护士
们陆续起床，忙着洗漱、吃早餐。
睡了不到3个小时的林昌锋也起来
了，还有患者的咽拭子标本等着他
去采集。

早上8时许，医生办公室内，冯海
平向上班的医生护士报告了昨夜值
班的情况。一直待到近9时，他才离
开隔离病房区走回宿舍休息。“头晕
晕的，只想好好睡一觉。”一夜未眠的
冯海平说。

而在隔离病房区，换班的医生
护士还在继续着对该患者的救治，
上午10时，医生们还通过视频与专
家组就患者的治疗方案进行会
诊。截至记者发稿时，该患者生命
体征平稳。

（本报三亚2月6日电）

凌晨4时左右，救护车送来已陷入昏迷的患者，紧急抢救打破了隔离区的寂静：

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暖心故事

码上读

扫码看
警察父亲与
女儿隔着楼
梯对话视频

⬅民警黄超正与女儿隔
空对话。视频截图

连续奋战“疫线”十几天的民警黄超回到家门口，却无法抱一抱近在咫尺的女儿

一场特殊的警察喊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