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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遗 失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王春花不慎遗失海南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医疗住院收费票据1

份，票据号为：0000398503,声明

作废。

▲海南三风友制药有限公司遗失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国

用（2015）005521号，声明作废。

▲尤卓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

证号：460004197012300098、特

此声明。

■ 本报记者 马珂

“女友进隔离病房前，我本想和她
领结婚证的，但她说再等等。这次疫情
结束，我就向她求婚！”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手术室护士邢曾臣在电话里，
跟海南日报记者讲着他的求婚计划。

2月10日，海南日报摄影记者在
省医院隔离病房的医护休息区捕捉到
了这样一个画面：省人民医院护士瞿江
月护理新冠肺炎患者下班后不能走出
隔离区，同为护士的男友邢曾臣特意送
来食品。“你把吃的放那儿就行了，不要
过来！”等邢曾臣后退两步，瞿江月才上
前拎起袋子，挥手告别，整个见面过程
不到一分钟。

2月11日，记者电话联系到了邢曾
臣。他说，2017年大学毕业后，瞿江月
被分在省医院重症科做护士，自己被分
在海医一附院手术室做护士。“她特别容
易感动，之前看到武汉抗疫的那些视频
都会流眼泪。”邢曾臣告诉记者，直到有
一天，瞿江月告诉自己，她在医院报名要
去湖北支援。“她就是这个性格，啥事都
自己做主了，事后再通知我。”邢曾臣说。

后来，瞿江月没被选上去湖北，但
是被选去省医院的隔离病区照顾重症
病人。邢曾臣说：“我每天早上都给她
发条微信，嘱咐她注意防护，注意安
全。她忙，回不回复都没关系。”邢曾臣
偶尔给瞿江月送些她急需的生活用品，
东西送到后，只能匆匆望上对方一眼，
即便这样也能让他安心。

相恋两年多，邢曾臣做好了结婚的
准备。在瞿江月进隔离病房前，他鼓起
勇气提出想和女友领证，但是女友回答
再等等。说到这，邢曾臣语气里透露出
些许无奈，“我不会放弃的，等这次疫情
过去，我就向她求婚！”邢曾臣说。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

邢曾臣把食品放在地上，瞿江月
随后取走。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很感谢海南人民，在关键时刻让我们感受到
了温暖！”2月11日12时许，海南中学郑雯予、叶
千秋、郑璇等3学子筹款捐赠的2车瓜菜抵达湖
北省武汉市，接收物资的武汉市硚口区工作人员
竖起了大拇指。

60吨瓜菜顺利送达，其中饱含着海中学子和
家长们的爱，也离不开驾驶员的勇敢和辛勤付出。

来自贵州的驾驶员管彦龙和同伴王凯、闻坤
都是“85后”，2月8日在海口秀英港卸货时，恰巧
得知海南中学的这一运输需求。

“敢不敢去武汉？”“有啥不敢的？现在就是最
需要咱们的时候。”“走！”3人一合计，不顾家人的
极力反对，接下了这个任务。

2车、3人、60吨瓜菜，就这么上了路。
为了早点过琼州海峡，2月9日3人只买了面

包和牛奶来填饱肚子。等到了广东省徐闻市，已
是午夜，沿途连一家营业的餐饮店都没见到，但3
人没继续往市区里找，饿着肚子连夜上了高速
路。“尽早送货本来就是我们司机的职责，何况这
是一批救灾物资，更得赶时间。”在视频连线中，管
彦龙被冻得唇齿直“打架”，目光中却透着坚定。

11日中午，经过海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
五省市，跨越1600公里，这两车爱心瓜菜抵达武
汉，18时许，两车瓜菜卸货完毕。“我们明天就会
开始把这批爱心菜发放给我区的医院和困难群
体。”武汉市硚口区接收人员表示，“届时，我们
会做好台账登记，确保所有的爱心菜都送到需要
的人手中。”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

60吨瓜菜，途经1600公里，
历时30余小时

海中学子捐赠瓜菜
送抵武汉

瞿江月进隔离病房照顾重症患者，暖心男友计划——

“疫情结束后，我就向她求婚！”

■ 本报记者 马珂

2月11日上午10时40分，海口突
然下起了绵绵细雨，海口市人民医院
感染科楼下却有很多人在冒雨等待。

“回去先把孩子的奶瓶消毒，衣
服也记得消毒……”人群中，一位护
士在事无巨细地叮嘱一对老人如何
照顾孩子。马上，这对老人的孙女、
入院时仅3个月大的海南最小确诊
患者甜甜（化名）就要出院回家了！

不一会儿，另一位护士抱出了甜
甜。小家伙被护士们用绿色的手术服
包得严实，像个小粽子。她有着乌黑
的头发，胖嘟嘟的小脸，小眼睛好奇地
望着四周，模样十分可爱。

甜甜的奶奶接过了孩子，立即抱
上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准备好的车。甜
甜的爷爷在上车前，激动地流下了泪
水：“15天没看见孩子了，只能通过视
频和孩子妈妈联系，现在终于能抱抱
孩子了！多亏医生和护士们的照料，

孩子才能平安回家。”说完，老人给医
护们鞠了个躬。

车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感
染病科护士长吴清霞跑了出来，没赶
上送甜甜离开，显得有些失望。

“甜甜虽然有妈妈陪着，但我们
10多名护士轮班照顾这个孩子，都对
她产生感情了。”吴清霞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甜甜刚进病房时，要从母乳喂养
转奶粉喂养，不是很适应，护士们就不
分日夜地帮着妈妈一起安抚孩子，反

复尝试，用奶瓶不行，就换汤匙，喂食
量从30毫升一点点加到100多毫升，
直到孩子完全适应。

甜甜入院后有痰，由于太小不懂
咳出来需要吸痰。吴清霞每次都亲自
动手，用最好的手法完成，减少孩子的
痛苦。“孩子很聪明，一看到我们拿吸
痰管，就哭起来，但是没办法啊，都是
为了孩子的病能早点好。”吴清霞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护理团队里有位叫孙
一平的护士，手法最好，她专门负责给

孩子打针。“穿着防护服，戴着3层手
套，孩子血管小，特别不好找血管，为
了让孩子少点痛苦，孙一平主动承担
起每次的打针工作。”吴清霞说，今天
甜甜出院，成了隔离病房里所有医护
人员最高兴的事。

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感染病科主
任张月华说：“甜甜能出院，传递给大
家一份信心。目前来看，孩子患病以
轻症为主，大家别恐慌，我们有信心把
患儿治好！”（本报海口2月11日讯）

经医护人员悉心照料，我省最小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昨出院

牵动人心的小萌娃回家啦！

来自战疫 的报道

2月10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护士瞿江月下班后不能走出隔离区，同为护士的男朋友邢曾臣特意为她送来食品。
为避免感染风险，两人简单见面后便挥手告别，全程不到1分钟。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援助湖北护理团队
学练八段锦
将带武汉方舱医院患者练操强体质

■ 本报记者 马珂

“扭胯扭胯……”2月11日，海南援助湖北护
理团队的一名护士给海南日报记者发来一段视
频。视频里，五六名护士在和一位老师学习做操。

“我们休息的时间要学会八段锦、经络强身
棒击操等，以后进武汉方舱医院上班时要带着患
者一起做操，通过一些活动，帮助他们增强体
质。”海南援助湖北护理团队联络员、省中医院
护士吴海艳说道。

吴海艳告诉记者，武汉方舱医院内，收治的都
是确诊轻症患者。病人长期躺在病床上，床位比
较密集，空间小，没有什么娱乐。“长期下去，病人
会有焦虑情绪，不利于病情恢复。”吴海艳说，护理
团队除了日常护理外，对于方舱医院里的患者更
多是进行心理疏导。所以他们一直在筹备组织分
管病区的患者，一起做些运动、穴位按摩等，加强
肺功能的锻炼，增强体质。

2月10日，通过武汉当地的帮助，吴海艳终于
收集到了音响、扩音器等设备，开始了她的计划。

“我们有14名护士报名，今天老师带着其中
五六名休息的护士学习经络强身棒击操和八段
锦，大家掌握得很快，明天我们将动员我们分管的
病人学习，后天正式带教。”吴海艳说，他们会首先
带教患者做八段锦，让患者活动全身关节、肌肉，
调节精神紧张、改善新陈代谢、增强心肺功能、促
进血液循环，从而提高人体各项生理机能。

“省中医院的护士有六七名报名带操的，我们
平时在医院都学过，现在巩固和强化一下细节，以
发挥中医优势，辅助患者治疗。”吴海艳说，她还计
划组织一些娱乐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患者调节
心情，增强他们康复的信心。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按计划，第二批留观人员今日入
住，到下午3时已经登记了29位。”2
月10日，在海口市京山酒店，执行总
经理王午刚送走第一批139名留观人
员并完成全面消毒工作，酒店又马不
停蹄迎来了第二批住客——30位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密切接触者。他
们同样将在酒店留观14天。

2020年的农历新春，这家已开门
营业近15年的老酒店迎来了特殊的

“春节档”——海口市龙华区政府和疾
控部门将地处交通主干道、紧邻三甲
医院的京山酒店指定为新冠肺炎留观
人员的隔离专用酒店。

与其他酒店一样，京山酒店在年

前就备好了一周的食材量。2020年
初，当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出蔓延势头
时，酒店经营者周继民考虑到员工们
的健康，立即通知闭店放假。但就在
除夕当天，酒店接到了区政府要征用
酒店作为指定隔离点的通知。

“关键时刻，我们不能退缩。更
何况把酒店作为隔离点很便利，单独
的客房、食材都是现成的。”接到通
知，周继民和王午按照相关部门的指
示和要求，以及隔离实际需要，第一
时间确定在岗员工名单。经过考量，
京山酒店的20位员工取消休假，“整
建制”到岗。

按照相关规定，大家立即对酒店内
部进行了区域规划。为留观人员、医护
工作人员、酒店人员分别划分出3条通

道，同时划定封闭区域。此外，龙华区
政府和疾控部门工作人员还对酒店到
岗员工进行了相关防护培训。

1月25日18时，酒店迎来第一批
“特殊”的客人。

“住进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从餐
食到住宿，平时营业是什么服务水平，
现在还要保持这样的水准，甚至要更
高。”王午说，留观客人中有不少是专
程来海南旅游的，疫情让他们的旅程

“泡了汤”，但酒店的服务不能降级。
“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提供优质服务，
让这些留观人员感受到海南的温暖。”

虽然定时送饭等工作交由疾控部
门工作人员负责，但酒店员工们的任
务也没有减少。客房部工作人员会提
供一周一次的客房清洁服务，特殊时

期，房间清洁也对工作人员提出了更
高要求。

酒店厨师长包光华在酒店已经工
作了10年。这阵子，他带着几位厨师
坚守厨房“阵地”，在第一批留观人员
入住期间，餐饮部每天都要各准备
140份早、中、晚餐。“餐饮标准是两素
一荤，从食材处理到烹饪，每个环节都
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在保证餐食干净、
卫生基础上，尽可能地调整口味，让大
家吃得舒心！”

516房间的电视有故障，405房
间的马桶堵了，305房间的空调不制
暖……在过去的大半个月里，酒店工
作人员坚守岗位，细心解决着一个个
小问题、急问题。从除夕至今，酒店经
理和各部门主管一天都没休息，其余

人员则轮流上岗，用实际行动当好这
场大战“疫”下的小小“螺丝钉”。

2月7日，入住酒店的第一批留
观人员离店。值得庆幸的是，139人
均身体健康。临别时，留观人员回
荡在酒店里的一声声“感谢”，是对
海南防疫工作参与者们最好的赞美
与鼓励。

疫情当前，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
全力防控疫情的士气也让周继民这样
的经营者备受鼓舞，勇于担当。他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眼下，政府正在与指
定隔离酒店对接补贴等事宜。“特殊时
期，私营业主在经济上肯定有损失，但
我们这间做了10多年生意的老酒店
有信心和大家一起扛过去。”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

海口京山酒店刚照料完首批139名留观人员，又迅速投入新一轮防控工作

服务不降级 待客更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