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马珂

2月12日，轻快的儋州调声《嘱
姑九点半》在湖北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方舱医院里响起。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支援湖北
护理团队护士吴海艳发来的视频中
看到，海南护士正唱着儋州调声，病
区许多新冠肺炎确诊轻症患者则随
着旋律跟着护士一起舞动。据了解，

除了儋州调声，海南护士还将八段锦
也带进了方舱医院。

海南支援湖北护理团队联络
员、省中医院护士吴海艳告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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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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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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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武汉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
吴海艳收集到了音响、扩音器等设
备，开始了她的计划。

吴海艳说，首先带、教患者做八
段锦，让患者活动全身关节、肌肉、

调节精神紧张情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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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队里有儋州西部中心医院的护士，
其中护士薛梅丽承担起了儋州调
声的带教领舞。

吴海艳说，她将组织更多的娱乐
活动，帮助患者调节心情，增强他们
康复的信心。

护理团队里来自省中医院的护

士陈金惠说，大家和患者沟通后，没
几分钟，陆陆续续有患者过来问：“可
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吗？”就这
样在大家的热情捧场下，开始了课程
——八段锦。

“虽然下班后我们还要加班练习
八段锦、棒击操，但是一想到能帮助
病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陈金惠说
道。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

2 月 12 日上午 8 时许，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员与武
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的患者
们一起跳起了广场舞，帮助他们
缓解紧张情绪，鼓励他们积极配
合治疗。

海南救援队队员、海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医生游传华笑言：
“有人说过，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
中国大妈的广场舞。在方舱医院，
患者大多是确诊轻症，再加上大妈
们超强的交际能力，住在一起三两
天就成了朋友。方舱医院里的舞
步，是压抑下的发泄，是泪眼中的

欢笑，让大家暂时忘却了疾患带来
的痛苦和怨气，让每一个参与者都
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虽然我们穿着防护服，舞步
比较笨拙，但喜感十足、乐趣无限、
气氛很嗨！”海南救援队队员、海南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生程少文

说，两首舞曲结束后，大家自觉地
原地站好，全体合影留念。拍照
时，医患大声齐喊“武汉加油”“中
国加油”。

文/本报记者 陈蔚林
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员

程少文

鼓励患者积极乐观，加强锻炼增强体质

儋州调声唱进武汉方舱医院

我们共舞！我们加油！

儋州调声唱进方舱医院。（视频截图）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员与方舱医院的患者一起跳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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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今天接了50多个电话吧。”2月
12日15时40分，在位于海口市民游
客中心2楼的新冠肺炎防治知识专家
咨询专席上忙了一天，海口市妇幼保
健院产科副主任周冰放下电话，趁着
喝水的间隙，回答了海南日报记者第
一个问题。

“那不少。”
“已经挺少了。1月26日专家咨

询热线刚开通那天恰好也是我当班，
那天接了两三百个电话呢。”看出记者
的讶异，周冰乐了，“这说明政府对新
冠肺炎知识的宣传效果很好，大家对
这个病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叮铃铃……”正说着，电话铃又
响了。周冰立刻接起电话，暂时舒缓
的上半身像得到号令般再次绷直。

对方是一名孕妇，由于有轻微咳
嗽的症状，加上她所在的地区有确诊
病例，因此心里格外恐慌。“别太害
怕。现在气温忽高忽低，着凉咳嗽是
很正常的，您先做好隔离，观察一阵

子，注意调节心理。”周冰一边记录情
况，一边安抚对方情绪。

16时，到了周冰的下班时间。看
见交班专家到了，周冰拿出纸笔，写下
一串号码和“孕妇”“咳嗽”等几个关键
字，交给了交班专家：“刚刚有一位孕
妇，因为有咳嗽症状，心理状态不太稳
定，麻烦您过几小时再回访一遍，了解
一下她的情况，帮助她舒缓情绪。”得到
对方的肯定答复后，周冰才放心地离开
了座位。

在周冰的座位旁，是心理咨询师
专席。来自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社会工
作专业的讲师陈丹正在这里接听一位
市民的电话。

10多分钟后，对方不舍地准备挂
电话：“不聊了，我不能老占着线。”

“好的，多转移转移注意力。”刚说
完“再见”，陈丹正准备挂断电话时，突
然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等
等！陈老师，你下回值班是哪天？我
还想再跟你聊天。”陈丹笑了：“这周六
我值班。如果那时你还有需要，随时
可以打电话。”

陈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是该
市民打来的第二通心理咨询电话。

2月7日，陈丹值班时，该市民第
一次打来电话。由于大年初四曾经外
出买菜，他总是担心自己被感染，到家
后就把自己反锁在一个房间里，拒绝
跟家人见面，不得已要出房门时一定
要戴好4层口罩，每隔几十分钟就忍
不住要量一次体温。

在电话里，该市民忍不住嚎啕痛哭：

“我好怕被传染，也好怕牵连到家人。”
“您这是过度紧张了，放轻松，可

以通过电话多跟朋友聊聊天，或者做
做瑜伽。”经过陈丹40多分钟的安抚，
该市民渐渐止住了眼泪。

“我感觉心里好多了，下回还能给
您打电话吗？”

“当然可以啊，12日我值班。”
于是，两人便约定了今天的通话。

“很多市民长期居家，渐渐产生

焦虑、颓废等心理，我们希望通过我
们的力量，为大家排解排解负面情
绪。”陈丹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大服务咨询
力度，省防疫指挥部决定整合各市县
的专家咨询平台，依托省12345热线
建立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12345专家
服务热线，并于2月13日上午8点正
式上线运行。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

12345专家咨询热线全天候助阵防疫工作

专家答疑解惑 百姓舒心安心

本报海口 2月 12日讯（记者罗
霞）2月12日下午，复星基金会向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捐赠的一批医用防护服、口罩
等防疫物资，由货运专机运抵海口，驰
援海南疫情防控工作。

这批物资包括医用防护服1000
件、防水防护服1000件、胶条防护服
1000件、N95型口罩500只等，将统
一分发至市县医疗机构。

复星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复星
基金会了解到海南防疫一线医疗机构
及援助湖北医疗队急需医用物资的情
况后，决定携手三亚亚特兰斯蒂通过
复星全球调配医疗物资计划，在全球
范围内筹措急缺医用物资，共同捐赠

一线紧缺的防疫物资。2月12日，除
该批物资抵达海口外，复星还安排了
另外一批物资发往海南。

此前，复星基金会携手三亚亚特
兰蒂斯于2月3日向三亚市捐赠医用
防护服、防水防护服和N95型口罩；2
月5日，复星基金会携手海南矿业向
海口市捐赠防水防护服、N95型口罩
和护目镜。

据了解，复星基金会于1月28日

设立了专项基金，携手爱心企业及社
会力量，利用复星全球资源在全球采
购防疫最急需的医疗物资，以最快速
度运达防疫一线，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截至2月12日，复星基金会联合
26家企业和组织已向湖北、重庆、浙
江温州等地医疗机构联合捐赠口罩
20.9万余只、防护服35万余件、护目
镜1万余副、无创呼吸机46台和负压
救护车1辆。

复星基金会捐赠防疫物资驰援海南
将统一分发至市县医疗机构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
为公安民警捐赠矿泉水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太
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2月11日向坚守在省
内抗击疫情的一线公安民警送去亲切问候，并向
海口铁路公安处捐赠8000多瓶纯悦水，为大家提
供饮水补给，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深深的敬意，
助力一线防疫工作。

据了解，海南太古可口可乐作为29年的驻地
爱心企业，一直把回馈社会当作责任与义务。在
本次疫情发生期间，该公司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秉持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决心，并致力于为
奋战一线的人员持续提供支持，做好防疫工作最
坚固的后备力量。

海南医生千里自驾
去湖北支援“疫”线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马珂）2月12日，
博鳌超级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江峰踏上
了去湖北的“征程”。“回家乡，尽一份力！”怀揣着
这份执着的信念，湖北黄冈人李江峰自驾赶往湖
北黄冈支援防疫一线。

海南日报记者电话连线到李江峰时，他已经
坐上离开海南的轮渡。

“从武汉封城的那天起，我就开始和医院沟
通，报名支援一线。那是我的家乡，家乡有难，我
要回去尽一份力！”李江峰说他等了半个月，并没
有轮到自己，于是他决定千里走单骑——自驾回
湖北。李江峰将个人申请上报给了医院以及海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经过批准
后终于可以踏上征程！

据了解，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管理局共有近90名员工报名愿意支援湖北，待命
随时出发。

海南高速向湖北黄冈市
浠水县捐赠20万元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
海丹）海南日报记者2月12日从海南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高速）获悉，该公司向
黄冈市浠水县紧急捐赠20万元，帮助当地百姓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

据了解，湖北省黄冈市是除武汉外全国疫情
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截至2月 10日，确诊患者
2000余人，其中黄冈市浠水县确诊患者近300
人，且当地防控物资紧缺，复杂严峻的形势给当地
防疫工作带来巨大困难。

为此，海南高速负责人紧急制定驰援方案，经
过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红十字会的多次沟通对
接，决定捐赠20万元用于当地疫情防控，其中捐
赠浠水县人民医院8万元，捐赠巴河镇政府和洗
马镇政府各4万元，捐赠巴河镇闻家铺村和洗马
镇杉连门村各2万元。捐赠款项已于2月10日晚
汇至浠水县红十字会账户。

省第二人民医院医疗队援助湖北荆州中医院

“出征16天
爱和希望肩并肩！”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特约记者 刘钊

“张敏，2003年非典有你的身影！2020年新
冠肺炎也有你的身影！你们辛苦了！”近日，在海
南首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出发的新闻报道中看到熟
悉的身影，网友“呀诺达”一连用3个感叹号表达
自己的激动之情。

网友口中的张敏是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以
下简称省二院）感染控制办公室主任，1月27日
下午接到抽调医护人员援助的通知后，她主动报
名与14名同事组成了海二院医疗队赴湖北荆州
市中医院开展工作。

24小时内集结出发，到达荆州市中医院已经
是1月28日凌晨2时17分。作为联络员的张敏
顾不上休息整顿，便与荆州中医院院感办主任张
红燕前往即将接收病患的病区进行实地检查，并
对医务人员穿脱防护服流程、洗漱消杀流程进行
细致梳理。

开始救治工作后，每个人都希望能为患者多
做一点：医疗组组长吴海棠对病人一个不漏地进
行会诊指导；医生苏春芳多次对危重病人进行诊
疗；医生于立丽和牟晓莉根据诊疗指南及专家组
意见全力救治病人，确保每一位患者都得到了及
时恰当的诊疗……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为了节约物资、
节省更多时间工作，医护人员平均每天要穿着不透
气的防护服至少6小时以上，并垫着纸尿裤，中间不
吃不喝不上厕所。佩戴护目镜2小时后，护目镜上
就满是雾气看不清路，甚至会出现走路撞墙的情况。

“下班后摘下口罩，脸上都是压力性损伤。室
内干燥，大家的皮肤脱皮得厉害，就算又疼又痒也
不敢有一丝懈怠。”张敏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背
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起并肩战斗在第一线的所有
同事，更是每位患者一双双眼眸满含的期待。”

2月12日，是海南援助湖北医疗队集结出征
的第16天，张敏在工作日志中写道：“爱和希望肩
并肩！我们坚信，阴霾终会散去！”

（本报五指山2月12日电）

■ 韩 慧

为进一步加大服务咨询力度，省防
疫指挥部决定整合各市县的专家咨询
平台，依托省12345热线建立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12345专家服务热线，邀请
专家24小时为市民答疑解惑，给市民提
供更精准的科学就医和防护指导。这
种及时对接新需求、解决实际问题的做
法，体现出靠前服务的主动作为和服务

大局的责任担当，值得点赞。
政府热线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

群众，是倾听社情民生，解决群众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的重要平台，是政府
与群众的“连心桥”。如今，疫情来势汹
汹，开启专家咨询热线，邀请专家为群
众传授专业知识，可以帮助群众提升防
范能力；为市民答疑解惑，可以适时排
解不良情绪，为心理减压，增强信心，焕
发斗志。这样的“连心桥”，既是政府热

线应对新形势的创新之举，也是政府热
线服务群众宗旨的延续和深化，对于防
控疫情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遏制病魔的链条上，每一个人
都是重要一环。每一份信心、每一份
斗志，都可以汇聚成抗击疫情的涓涓
细流。通过 12345 热线这样的“桥
梁”，我们将汇聚起全社会积极参与防
控的巨大力量，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作出贡献。

倾听民情纾民忧 汇聚合力战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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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海南儋州调
声、八段锦走进武
汉方舱医院

剪辑/刘冀冀

扫码看海南医护人员
在武汉方舱医院鼓励
患者乐观抗击疫情

剪辑/吴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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