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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李玉平（右）和同事抓紧将临高县转诊过来的发烧病
人送至发热门诊。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 近日，海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在接收从临高县转诊过来的病人，因该病人有发热症状，急诊
科护士王红吉（右）和同事把病人挪到病床上，进行下一步诊断。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战“疫”一线,向党靠拢

三亚市32名疫情防控人员在一线入党

挺身而出，践行党旗下的誓言

■ 本报记者 李磊 通讯员 生拾成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2月12
日、13日，三亚市卫健委党委、三亚市
公安局党委和天涯区党委组织了3场
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32名新接收的
预备党员分别在三亚中心医院隔离
区、凤凰路与迎宾路交会处卡点、天涯
区水蛟村大园片区疫情防控点等地，
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在疫情防控中，一线医护人员冲在
最前面、工作最辛苦、处境最危险，他们
是勇敢的“逆行者”、最美的“守护者”。

2月13日，三亚市中心医院党委在
隔离区临时党支部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入

党宣誓仪式，奋战在疫区一线的5名新
接收预备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此
时，三亚市人民医院、三亚市中医院、三
亚市妇幼保健院等10名新接收预备党
员也在各自隔离区同步进行宣誓。

“获取患者咽拭子标本有危险，但
这项工作必须要做。”此次入党的三亚
市中心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林昌锋
说，在新冠肺炎患者治疗过程中，获取
患者咽拭子标本的操作，是非常重要
也是容易受传染的环节，需要在患者
未戴口罩情况下刺激患者喉部获取，
患者喉部受刺激后会剧烈咳嗽，如医
护人员防护不到位，将极有可能被感
染甚至发病。

从疫情发生以来，林昌锋已进行

了200多次这样危险的操作。为了
防护到位，每天，林昌锋在工作中必
须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上全方位保
护的护目镜。2月的三亚，气温依旧
如夏，林昌锋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后宛如在“蒸桑拿”，往往当他结束一
天的采集工作，脱下防护服的那一
刻，积攒的大量汗水都会沿着防护服
缝隙顺流而下。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正是党和人
民需要我们的时刻，无论这项工作有
多危险，工作环境多么艰苦，我也要坚
持下去，我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在党旗
下庄严的誓言。”面对鲜红的党旗，林
昌锋说。

三亚市中心医院血液科护士陈越
红也是此次入党的一名党员。作为一
名“90后”的年轻护士，她在一线的成
熟表现，给不少同事传递了战胜疫情

的信心。
“刚进隔离区时，大家的情绪都比

较紧张，睡不好觉，穿戴防护服工作也
非常不方便，我就和同事们相互鼓励，
相互打气。”陈越红说，他们还会对病
情不稳定、心理活动差的患者进行心
理疏导，为治疗打下良好的基础。

陈越红是较早一批进隔离区的人
员，她特意编写了物品摆放及流程说
明，让后面进来的姐妹们能够更快更
好地上手，还会每天提前半小时去上
班，教一些刚进来支援的新护士如何
正确地穿脱防护服及相关注意事项，
安慰她们的情绪并给予鼓励：“大家一
起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疫情防控阻
击战最后的胜利”。

在医护人员冲锋在最前线的同
时，三亚公安也在城市主干道、农村社
区、居民小区等地全力排查疫情和处

置警情，为防疫工作“保驾护航”。该
局此次在防疫一线入党的干警中，

“90后”年轻干警就有8人，他们在战
“疫”中迅速成长。

同时，基层干部、网格员用汗水
浇筑了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天涯
区是这次疫情防控关键区域，又是主
城区，外来人口较多，既要做好居民
的防护，还要做好外来人口排查工
作。面对繁重的疫情防控任务，天涯
区7名一线入党的预备党员和同事
们始终坚守一线。

此外，在全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非常时期，三亚作为全省疫情较重地
区，出台了关爱一线党员干部的6项
措施，进一步激励一线党员干部和医
务工作者敢于担当、冲锋在前，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三亚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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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战疫 的报道

护士们8小时内不喝一口水，除夕至今未回家

“越是这时，越明白这身防护服的意义”

200余名医护人员主动请缨，积极投身抗疫

“站上防疫一线，我自豪！”

■ 本报记者 袁宇

“你们再互相检查一下着装，确保
防护到位。”2月15日8时，万宁市中
医院发热门诊内，10多名护士在进行
岗位交接前的着装检查，38岁的该院
护理部主任林仕钦则挨个进行查看，
反复叮嘱。“防止医护人员被感染特别
重要，一是现在人手紧张，二是医护人
员接触面广，如果被感染后果更严
重。”林仕钦说。

从帽子到防护服，从靴子到手套
……仔细检查完着装后，护士们跨出
房间，前往发热门诊的不同岗位，接替
她们已值守了一夜的姐妹们。

今年47岁的该院护士卓燕霞来
到发热门诊的预诊分诊处值守，她原
先是儿科护士，现在主要负责引导出
现发热症状的患儿至儿童诊室就诊。

“为避免人群聚集出现交叉感染，我们
把阵地前移了。”如今，该院预诊分诊
台被设置在门诊大厅外，见到前来就
诊者，卓燕霞便主动迎上前去进行人
员分流。

前端护士们主要负责为就诊人
员测量体温，然后调查流行病学史并
详细记录，最后根据情况将就诊人员
分流至特殊诊室、成人诊室或儿童诊
室。“目前流行病学史的筛选面已经
扩大到所有来就诊的人，确保不出现

错漏。”卓燕霞说，经过预诊、分诊、引
流的患者在诊室由医生进一步检查，

“包括检查血常规、CT以及甲流乙流
检查等。”

卓燕霞从8时值班到16时，直到
新一班的护士前来接岗，她才敢喝一
杯水。“值岗的时候不敢喝水，因为担
心要因此上洗手间。”卓燕霞说，防护
服穿上后再脱下来就很繁琐，而且消
毒流程也很耗时，“而且若因为上厕所
出现破损，这套衣服就没法穿了。”

换班后，在太阳下值守了数个小
时的卓燕霞脱下防护服，里边的衣衫
已经被汗水湿透，手指更是被浸泡得
发白。“没关系，我们已经习惯了。而

且上一线也是我自己要求的。”卓燕
霞说。

万宁市中医院发热门诊现有46
名护士参与值岗。“一天3班、1个班
次 8个小时，24小时我们都有人在
岗。”该院护士陆小珊是“90后”，自
1月 24日除夕夜就在医院值岗，至
今没有回过家，她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其他的姐妹们也一样，“一方面
是人离不开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减少接触面，连我们吃饭也是由食
堂送饭菜到宿舍门口，再由自己去
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陆小珊的
孩子年仅3岁，每个不值岗的夜晚，

陆小珊都会和家人视频通话，通过手
机看看孩子，她说：“越是这样的时
刻，越明白身上这套防护服的意义。
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够尽快恢复正
常。”

相比普通护士来说，身为护理
部主任的林仕钦任务则更加繁重，
除了安排护士们值班，她还要联系
放射科、检验科等其他科室。她说，

“前段时间手机几乎没有一刻是安
静的，一天能睡上3个小时，就是一
件相当奢侈的事情。虽然现在前来
就诊的患者少了不少，但我们绝不
会掉以轻心。”

（本报万城2月15日电）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邹永晖
特约记者 林东

2月15日8时许，乐东黎族自治
县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乐东二院）
发热门诊护士长孙荣嫦匆忙吃过早
饭，穿好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和口罩，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工作。

位于乐东黄流镇的乐东二院，承
担着邻近6个沿海乡镇40多万人口
的医疗服务工作，在这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成为了乐东的前沿
阵地。

孙荣嫦家距离乐东二院大约 1
公里，但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她一直吃住在医院，从没回过家。“如

果有需要的地方，尽管打电话，我随
叫随到。”孙荣嫦总是这么说。作为
防疫的重要科室，该院发热门诊每天
要接诊 100 余名发热病人，工作量
大，但每一名医护人员毫不懈怠，仔
细询问、认真排查。

参与科室建设、科室值班；学习新
冠肺炎的预防、诊断、治疗等知识；做
好个人及科室卫生防护，杜绝医护人
员感染……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乐东二院全体医护人员舍
小家为大家，与全国医者并肩奋战，冲
在战“疫”最前线。

乐东二院院长周才旺介绍，目前
的院区是由一所小学改造而来，为临
时院区，条件较为简陋。为了更规范、

更好地开展新冠肺炎诊治工作，医院
决定把一个科室改造成发热病人隔离
病房。

当得知这一消息后，该院中西医
结合科主任姜跃红主动站出来，在除
夕当天把该科室住院的28个病人分
流到其他科室，把科室改造成发热病
人隔离病房，并主动请缨进入隔离病
房工作。在姜跃红的带动下，该科室
所有医务人员纷纷在请战书上签下名
字。“我为能站在防疫一线感到自豪。”
姜跃红说。

1月25日是大年初一，目前在乐
东二院挂职的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务处
副主任陈建强接到疫情防控通知后，
第一时间从海口驱车回乐东。大年初

二，陈建强得知病重的奶奶过世的消
息，虽然悲痛万分，但是他选择坚守岗
位。“现在是关键时期，我不能离开岗
位。我要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全力战
胜疫情。”陈建强说。

作为放射影像科方面人才，陈建
强在乐东二院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
月27日，一名疑似病例来到乐东二
院就诊，经过CT影像分析，陈建强认
为该患者有极大可能是新冠肺炎患
者，建议将患者及时送到省定点救治
医院诊治。

“当时病人的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先把他送到了
三亚中心医院进行隔离观察，最后他

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我们为他
争取到及早接受治疗的时间。”周才
旺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乐东二
院62名医生、153名护士递交自愿请
战书，申请参加疫情防控工作；14名
医护人员24小时轮班在公路卡点对
车辆和人员进行排查和健康检测……
他们用坚守与担当，勇敢与无畏为群
众筑起一道道平安健康墙。

据不完全统计，1月19日至2月
14 日，乐东二院共诊治发热病人
1263人，收治新冠肺炎疑似病例16
例，确诊1例，9人在留观病房住院观
察，目前无住院疑似病人。

（本报抱由2月15日电）

直击一线

单膝跪地抢救 暖心“话疗”护理

使重症转轻症，
这支团队真“硬核”！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汤颖 冯琼

2 月 11 日，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经过海
南省人民医院感染医学中心医护团队的积极
治疗和抢救，两名重症确诊患者症状逐渐好
转，生命体征平稳，转至普通隔离病房继续治
疗。重症转轻症，让这支医护团队感到尤为欣
慰，信心倍增。

病床不能升降
医生单膝跪地抢救

“新冠肺炎有一个典型的病理表现就是肺泡
水肿，同时患者心功能不全等基础性疾病也会加
重肺泡水肿。”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负压隔离病
房医生田佳说，日前，他们接诊的一位确诊重症患
者高女士的肺部情况非常糟糕，存在呼吸衰竭、心
力衰竭等情况。在综合评估后，医护团队对高女
士施行经口气管插管、呼吸末正压PEEP、血液滤
过超滤支持，减轻心脏负荷，肺部的水肿也得到了
明显的改善。

病毒感染之后，由于肺泡的水肿通常会继发
细菌以及霉菌感染，针对高女士感染的情况，医疗
专家组调整了抗感染方案。通过抗感染治疗、心
脏功能支持、肾脏功能替代、营养支持及免疫调节
等长达10余天多措并举的治疗，高女士症状逐渐
好转，生命体征平稳，肺部影像情况明显改善，于
2月9日转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治疗过程中，由于负压隔离病房的病床低且
不能升降，田佳不得不单膝跪地，近距离进行气管
插管，最后，成功将高女士抢救过来。

脱机拔管后的高女士紧紧抓住医护人员的手
多次表达感谢，紧握的双手让医护团队更坚定了
信心。“高女士的救治思路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
本，是重症新冠肺炎整体治疗思想体系的一个具
体的、成功的案例。其他的患者也都以此案例作
为指导思想，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治疗规划。
其他患者也都逐渐好转。”田佳说。

24小时贴身照顾
以“话疗”安抚患者情绪

与高女士一样幸运的还有28岁的彭先生，经
过积极治疗和抢救，2月9日，他也转到了普通病
房进一步治疗。

“我想吃水果……”2月8日，彭先生停镇静镇
痛药苏醒后想吃水果，负压隔离病房医生周忠义
立马削水果交给负压病房护士，一口一口地喂到
他嘴里。负压隔离病房医护人员24小时不间断
轮流照看彭先生，尽可能满足他的合理要求，让他
感到医护团队的专业和温暖。负压隔离病房医生
屈恒星说，医护人员要对患者病情变化保持高度
警惕，随时上报专家组及时对症处理，所以他们基
本上24小时轮流照看。

负压隔离病房护士长庄雪玉说，每天除了患
者气道的管理，帮助患者翻身、吸痰，解决危重病
人的排泄问题，护士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跟患
者唠嗑，即“话疗”。

“您今天感觉如何？今天天气很好……”“有
我们在，你的病很快会好起来……”

为了减轻彭先生的心理压力，舒缓他的情绪，
隔离病房的护士们化身成“知心姐姐”，一边和他
聊天，一边做着治疗和护理。

“海南省人民医院两例患者从重症病房转
到普通病房，这是海南省里程碑式的胜利，也
是我们海南医疗水平的重要体现。”该院医疗
专家组的谢晓红表示，整个医疗团队更坚定了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期待
春暖花开的那天。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

爱心企业为海南驰援湖北
医疗队队员赠保险
每人保额30万元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林梅竹）海南日报记者2月15日从人保寿险海
南省分公司获悉，该公司对接省卫健委，按照中
国人保寿险总公司统一的保险捐赠方案，向海
南省赴湖北医疗队的四批成员提供每人30万
元保额的保险保障，并安排专门理赔服务人员
全程指导和辅助相关理赔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保寿险海南
省分公司全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迅速开通
理赔绿色通道，为客户提供快捷、暖心的保险
服务，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履行好应尽
的责任。

据了解，因新冠肺炎引起的重疾、医疗或
者疾病身故，取消以下限制：一是取消条款等待
期限制；二是取消“特定传染病”免责限制；三
是取消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免赔额的限制；四
是取消医疗险案件就诊医院限制；五是取消药
品类别、自费用药等限制，对于治疗中的重症患
者可进行预付赔款或垫付医疗费服务。同时，
全国客服热线开通本次事故7×24小时服务专
线，海南分公司设置7×24小时理赔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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