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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截至2月15日 20时，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人数162例，重症人数12例，死亡人数4
例，出院人数39例。

截至2月15日20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62例

近日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每日新增确诊
病例数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湖北省由于将
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报告，近两日大幅增
加。当前我省疫情主要特点为：一是每日新
增确诊病例数与累积确诊病例环比均总体上
呈现下降趋势，但散发本地感染病例有增加
的势头。二是聚集性疫情持续增多，疫情波
及的范围广泛，提示我省城乡防控工作应双
管齐下，在防输入的同时，应采取更加积极主
动的防扩散措施。三是随着疑似病例“清零”
和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全面检测措施的落
实，以及五类人群（重点人群、疑似病人、确诊
病人、密切接触者及发热病人）的全面管控，
我省落实“五早”措施也得到进一步推进，一
定程度上也削减了我省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
者存量。防控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优化完善现有防控策略，加强
对新型冠状病毒粪-口途径传播的控制，加
强健康宣传教育，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在流行地区喝开水、不吃生、实行分餐制。

二、勤洗手，做好家庭、厕所、公共场所、
交通工具的物体表面消毒；医疗场所做好病
人的排泄物及环境消毒处理，防止患者便标
本污染水源和食品。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胸前别着的党徽，此时此刻有了
更重的分量；家人的温情嘱咐，此情
此景有了更多的牵挂。

2月15日下午，按照国家卫健委
部署，由我省10家市县人民医院的
10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海南省第五
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在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集中出发，奔赴湖北武汉。
根据安排，这些医护人员将被安排至
武汉方舱医院开展医疗工作。

有几分担忧，但更多的是激动。
出发大厅里，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合影，录制加油小视频。从他们饱满
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上，人们很

难看出，这100位医护人员其实已经
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高强度工作了近
1个月。疫情蔓延以来，他们中的许
多人都是从农历除夕开始一直忙碌
在抗疫一线。

“除夕年夜饭之后我基本上就
一直待在医院里没有回过家了。”定
安县人民医院护理师叶琳在过去的
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医院设立的发热
门诊隔离区域里工作，接待发热病
人、检测相关指标、确定是否感染
……接下来，她的工作地点将从定
安移至武汉。

叶琳笑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我告诉家里的两个孩子说，妈妈要
去打怪兽了，你们要相信妈妈一定能

平安回来。你们在家也要做好保护
措施。”做好防护的话，临走前，她也
再三嘱咐家中老人。叶琳说：“上有
老下有小，心里肯定有挂念，但职业
要求我们此时要勇敢地到国家需要
我们的地方去。作为医护人员，在全
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有信心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今天凌晨3点我接到了通知，
虽然紧急，但也并不觉得突然。因为
医院提前就为可能支援湖北前线做
好了准备。作为医护人员，我们准备
好了！”定安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
主任、该院医疗队领队苏庆辉说，该
院派出的10人队伍中有4名正式党
员、3名预备党员和3名已经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的同事。“能在这种时候
奔赴一线，作为一名医生，内心还是
激动的。我们是党员、是医务工作
者，在这种时刻我们就要勇于为国
家、为人民尽一份绵薄之力。”

护士是抗疫前线急需的岗位。
作为为数不多的男护士，昌江黎族自
治县人民医院的黎海福平时在医院
里就主动扛重活。“武汉是此次新冠
肺炎疫情的重灾区，我是一名护士，
到前线去承担医疗任务我们义不容
辞，这也是职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与担
当。”黎海福说。

澄迈县人民医院医疗队的队员
们交流着前线工作任务，梁葳默默
地站在外围擦着眼泪。她是该院

消毒供应室的护士长，此时前来为
丈夫——医院内科医生邱皇勋送
行。临行前，邱皇勋忙着与其他同
事确认工作事宜，顾不上与妻子交
流太多，梁葳默默地望着丈夫忙碌
的身影。

她说：“老公很少出远门，总有
些不放心，我们总说有机会一起出
岛旅游，但却一直没有时间。我们
都在医院工作，所以早早就做好了
心理准备。我深深知道医生、护士
工作的不容易。他们这一去，不仅
是在增援武汉，也是在鼓励我们坚
定信心，坚守岗位，早日取得疫情防
控工作的胜利。”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

舍家情依依 为国勇前行
——海南省第五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出发侧记

本报海口 2月 15 日讯 （记者
尤 梦 瑜）“海南加油、湖北加油、
中国加油！”2 月 15 日下午，由我
省 10家市县人民医院选派的 100
名医护人员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集合，飞往湖北武汉新冠肺炎抗

疫一线。这是我省派出的第五批
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出发仪式
上，大家齐声呐喊加油口号振奋
人心。

据悉，这批医疗队由来自东方
市、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

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屯昌县、定安县、临高县、澄迈
县等 10个市县人民医院的 100名
医护人员组成，每家医院以“2 名
医生+8 名护士”的人员配置派出

10人队伍。据省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轮选派的医生以内科
专业为主，该批医疗队成员将被
安排在武汉方舱医院开展相关医
疗工作。

据了解，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和各家医院按照每人一周的需求
量，为医疗队配备了防护服、口罩等
共计300箱防护物资。

副省长、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副总指挥王路参加出发仪式。

我省第五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出征
10市县100名医护人员组成，将在武汉方舱医院工作

■ 本报记者 李磊

漫天大雪，挡不住白衣战士们出
征的豪迈。

2月14日19时50分，海南省第
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乘飞机抵达宜
昌三峡机场。机舱外，气温骤降，荆
楚大地雪花纷飞，走出机场的队员
们顾不上感受当地和海南巨大的温
差，随即登上大巴，用最快的速度赶
赴荆州。

21时51分，海南省援助湖北第

四批医疗队124人抵达荆州。抵达
荆州的当晚，海南省支援湖北抗疫前
方指挥部和该批医疗队迅速与荆州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进行工作对
接，研究下一步医疗救治工作。

经过一夜短暂休整，2月15日上
午，医疗队队员们在荆州市的驻地酒
店里，结合当地情况进行防护及相关
专业知识的岗前强化培训，对防护服
穿戴、脱卸进行了模拟训练，学习诊
治知识，增强战斗力。

来自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的队员辛晓艳表示，仅仅是在培训
的现场，就能感到前方医护人员工
作强度非常大——进病房后不能吃
喝，也不能上厕所，只能穿着纸尿裤
工作，口罩和护目镜即使压出了血
痕也不能取下。辛晓艳说：“当前抗
疫进入关键时期，即便前方困难重
重，我们医护人员都将义无反顾，勇
往直前。”

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的护士胡
馨玥是湖北襄阳人，她的父亲是襄阳
当地疾控工作人员，在疫情发生之初，

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抗疫一线的战
斗中去。受到父亲的影响，胡馨玥也
在医院报名，奔赴家乡湖北抗疫。

“下飞机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
荆州气温的寒冷，但想到可以和湖北
父老乡亲共同战斗，心里却是格外火
热。我将和他们一同坚持到胜利的
那一天。”胡馨玥表示。

2月15日14时30分，荆州上空
雪花纷纷飘落，整个市区早已是白茫
茫的一片。此时，124名医疗队员一
个个热情高涨、整装待发。

随着壮行号令响起，分为8个组
的队员们，分别奔赴荆州市洪湖市血
防医院、荆州市江陵县人民医院、荆
州市中医院、荆州市传染病医院、荆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等抗疫主战场。
当天下午，他们到达各自的医院后，
与已在那里奋战多日的海南首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会师，迅速奔赴各自的
工作岗位开始新一轮战斗。

此时，距离这群战士 14 日下
午从美兰机场出发，还不到 24 个
小时。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

距出发不到24小时，海南省第四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在荆州上岗

就位即战斗 风雪壮征程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一名医者的成就感从何而来？
来自患者病情好转之时、病愈出院之
日，但很多时候，仅仅来自于病人脸
上的一抹笑容。

当前，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
南）正负责着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
医院最大病区——二楼病区的值班
任务。2月15日，救援队队员、海南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李国雄给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他在
值班时的一次特殊经历。

2月8日，李国雄第一次承担二

楼病区值班任务。这次值班，他收治
了一名特殊的患者。

“因为是新开的病区，我们从接
班那刻起，就一直不停地收治新的
患者，6个小时一共收治了62人，大
部分医护说话说到声音都哑了。”给
患者办理入院手续时，李国雄发现，
新入院的患者何阿姨双目失明，独
自在方舱医院生活多有不便，“虽然
忙得抽不开身，但我们还是尽可能
地给她更多帮助，比如从其他病区
给她找来床头柜，方便她拿取物品；
替她打来温水，方便她饮用和盥洗
等等。”

李国雄说，这个特殊的患者令人
牵挂，每隔半个小时他都会抽时间去
看一看，问问她有什么需求。几次接
触下来，何阿姨对李国雄已经非常信
任，向他询问，她的爱人也在这个方
舱医院，能不能把他们调到一起住，
方便互相照顾。

“我立即查询到她爱人所住的
病区已经没有床位，而且方舱医院
原则是不能男女混住的。”不过，李
国雄没有放弃，而是通过二楼病区
的护士长联系到了病区总护士长，
由总护士长打电话向主管领导请
示，最终征得了同意，在一楼中区负

责人的协助下，把何阿姨和她爱人
安排住在了一起。

李国雄把这个消息告诉何阿姨
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

“当我和护士长拿着阿姨的行
李，扶着她前往一楼病房的那一刻，
一种自豪感、成就感油然而生。”李国
雄说，这就是医生这份工作的魅力所
在，“虽然辛苦，虽然危险，虽然有时
不被理解，但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
为患者解除病痛，可以在他们有困难
的时候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患者
脸上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

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成功为一失明患者申请特殊照顾

“患者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为我省援助湖北医务人员
办好八件实事

做好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
及其家属的关心关爱工作

2月13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海南）队员陈静在武汉国际会展
中心方舱医院值班。因为防护服密
不透风，进舱没多久，她的护目镜就
浮起了满满的水雾。大约3个小时
后，护目镜开始从侧边滴水。
文/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程少文
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吴宇斐）海南日报记者2月15日从省委外事办
（省外事办）获悉，得知海南正在全力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捷克南摩拉维亚州专门安排了一笔专项
资金，决定向海南捐助1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
海南疫情防控工作。

南摩拉维亚州位于捷克东南部，2016年与海
南缔结友好省州。双方结好以来，南摩拉维亚州
与海南部分企业、高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双方
也持续在经贸、旅游、农业、教育、文化等领域不断
加强合作，搭建了海南通往捷克及中东欧的友好
桥梁。

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已收到来自五大洲国际
友城的慰问电（函）20余件，海南许多国际友城纷
纷伸出援助之手，用捐款捐物等不同的方式为海
南防控疫情送上关心和支持。

“目前海南省级国际友城有39对。国际友城
在困境中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守望相助，彰显了
超越国界的国际主义大爱，也体现了海南长期以
来做实做细国际友好交往工作的成果。”省委外事
办主任王胜表示，海南“国际朋友”的雪中送炭，也
增添了大家战胜疫情的力量、勇气和信心。

支持疫情防控

捷克南摩拉维亚州
向海南捐款10万元

2月15日下午，我省第五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在海口美
兰机场集合，飞往湖北武汉。

左图：澄迈县人民医院选派的医护人员王乙竹（左）与前来
送行的同事王蕾告别。

右图：部分队员手搭手齐喊加油口号。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上接A01版
建好“后援团”。根据需要，对我省援鄂医务

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由社区安排托管照顾服务；对
援鄂医务人员的高龄家属，经协商一致，由村（居）
民委员会、物业企业做好上门帮扶；为援鄂医务人
员及其子女提供入学考试等教育优抚政策支持。

加强健康保障。积极与湖北省防疫工作部门
联系，统筹保障我省援鄂医务人员必要休息，合理
安排轮休、调休、补休，对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的医
务人员安排强制休息。保障我省援鄂医务人员在
感染及治疗期间的工伤保险待遇；援鄂医务人员
返琼后，安排一定时间的健康休养，健康休养时间
不计入年休假天数。

及时奖励先进。对我省援鄂医务人员单列核
定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指标，按相关规定及时开展奖
励；奖励比例（名额）由奖励决定单位根据程序、权限
并结合实际确定；奖励经费由同级财政负责保障。

享受通信补助。协调、鼓励通信运营商对我
省援鄂医务人员给予每人每月通信费补助500元。

◀上接A01版
要为疫情防控一线人员提供必要的隔离场所、保障
休息和饮食。各级公安部门要加强医疗机构安全
保障，维护好就医秩序，保障医疗人员安全。要落
实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政策，对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感染新冠肺炎的医务人员，按规定及时认
定工伤。

通知还提出，各市县、各有关部门要设立心理
咨询服务热线，以多种形式开展谈心疏导。要为
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建立沟通联络渠道。疫情
解除后，各市县、各有关部门要组织一线医务人员
进行健康体检并安排补休。要注重发现、挖掘疫
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先进典型事迹，大力宣传，
按规定开展表彰，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医重
卫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