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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邢益照

这段时间，张汉洪很忙。作为省
中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疫情发
生的第一时间，他就被任命为海南中
医专家组的副组长，参与到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救治工作中。

这位有着 18 年党龄，经历过
2003年抗击SARS疫情洗礼，当年
被评为湖北荆州抗击SARS标兵的
湖北籍“老战士”，时隔17年，再次走
上前线。这一次，他面对的是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从制定我省的新冠肺炎中医诊
疗方案，到帮助各定点收治医院搭建
中西医结合会诊制度，从指导各医疗
机构使用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到开
展中医诊疗方案落实情况巡查……

张汉洪全程参与，竭尽所能为防疫贡
献中医力量。

2月14日，张汉洪随专家组前往
三亚的几家定点收治医院参加中西
医结合会诊，带回了一个令人振奋的
消息——

“现在海南所有的定点收治医
院，都已经做到中医中药全程参与新
冠肺炎治疗，并且效果明显。”张汉洪
说。与此同时，借助官方或媒体渠
道，张汉洪还积极发出中医声音，向
外界传播疫情防控的“中医认识”和

“中医方案”。
在近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张汉洪从“疫病”的
角度谈了中医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
识，介绍传统医学几千年来应对“瘟
疫”的经验和海南中医界目前所采取

的相应对策。相关视频一经发布，便
在网上引发热烈反响。

省人民医院是新冠肺炎患者的
主要定点收治医院。疫情发生后，
张汉洪通过微信、电话等与该院中
医科的医生们建立起了沟通渠道，
针对肺炎患者的中医治疗进行实时
研讨。目前，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
该院大部分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情积
极好转。

针对部分市县中医医院发热门
诊建设能力不足、疫情防控压力大的
问题。张汉洪和其他专家组成员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帮助梳理发热门诊
运作流程，健全相关制度和人员配
备，完善可疑病人转运方式等，有效
缓解了一线医护人员的负担。

省内的中医战“疫”力量在不断

壮大，省中医院的抗疫阵线也越织越
紧密。

张汉洪带领下的科室是疫情防
控的第一道关口。疫情发生以后，急
危重症医学部从党员到骨干，从老职
工到年轻白衣战士，全员投入到防疫
一线中。

“我们充分发挥急诊医护人员在
疫情防控中的先导作用，参与制定医
院的新冠肺炎防治方案，针对人员培
训、可疑病例处置、转运流程等制定
了相应措施，并通过实际执行情况不
断修整完善。”张汉洪说。

另外，结合科学防控、精准施策
的疫情防控总要求，张汉洪对科室提
出了“事不避难、义不避责、科学理
性、如履薄冰”的16字方针，强调要
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科学地开展抗

疫工作。
现在每次交接班，急危重症医

学部的医护们都会针对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集智共商，一条一条地梳理
解决并总结经验。而为了应对当前
医用物资紧缺的问题，大家严格遵
循标准化防护要求，既不过度防护，
也不疏于防范，有效地缓解了物资
方面的燃眉之急。

最近，省中医院下发通知，组建
医疗队支援湖北。接到通知后，张汉
洪率先报了名，主动请缨要求到疫情
最危险、最严峻的地方去。

“这次疫情发生在我的老家湖
北，我的一生就是干急诊的，该承担
的责任不能回避，援助湖北，我愿意
去。”张汉洪说。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曾获评抗击SARS标兵的省中医院专家张汉洪，主动请缨支援湖北

17年后，“老兵”投身新战“疫”

群英谱战“疫”一线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为了方便管理，疫情期间每个
住宅小区只能留一个出入口。”2月
16日15时许，在海口市龙华区阳光
小区，穿着一身黑色羽绒服的陈小月
和同事们利索地用铁丝网堵上了该
小区的其他出入口。

陈小月是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
道金海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从大年初三（1月27日）起，就和
同事们奔波在辖区的每条街道、每个
小区。

金海社区辖区占地面积0.7平方
公里，总人口约1.6万人，共有31个
住宅小区，任务很重。宣传、排查、登
记、协调、监督、服务……近20天来，
陈小月每天得回复大量工作微信，说

上10多个小时的话，忙得不可开交，
嗓子也变得沙哑。

随着近期企业、单位复工，该社
区的返琼人员渐渐多了起来。“光靠
人力上门排查，力量不足。”陈小月找
到社区一位擅长IT业务的同事，专
门针对该社区的离岛返琼人员开发
了一个微信小程序，社区返琼人员打
开小程序就可以填写出发地、航班
号、身体情况等相关信息。这样一
来，既方便，又避免了人员接触。

为了避免漏掉信息，陈小月还要
求物业通过上门排查，掌握近期无人
居住的房屋情况

作为社区干部，陈小月始终坚
持“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
众”。金海社区辖区内有不少独居
和困难老人，“老人们买不到口罩，

也不会网购。”忧心的陈小月便领着
社区同事们于日前进行了摸排，统
一向这部分群体发放了街道配给的
口罩。

“从太原、南京、西安等地来海南
过冬的老党员都激动地在支部微信
群发文，感谢金贸街道办和金海社区
的工作人员。”领到口罩后，老人们感
动不已，特地嘱咐金外滩小区物业公
司相关工作人员专程向陈小月转达
谢意。

“特殊时期，大家都不容易。”尝
试着扯了扯刚刚安好的铁丝网，见
铁丝网牢固，陈小月手臂一挥，向同
事们招呼道：“走，去安装下一个。”话
音未落，便转身走向了下一个抗疫

“战场”。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海口社区干部陈小月组织开发防疫微信小程序，推动线上线下同步排查

心里装着群众 凡事想着群众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春节以来，文昌市城北派出所所
长黄宏光已经有20多天没回家了，
他坚持奋战在抗疫一线，吃住在所
里，熬出了一双“熊猫眼”。有同事劝
他休息，但他说：“作为人民警察，疫
情面前，我决不能退缩！”

1月25日是大年初一，黄宏光
接到上级任务，要尽快对辖区内的疫
情相关人员进行排查登记。他当机

立断，立即带领所里民警，深入小区、
宾馆、出租屋、工棚等地摸排，梳理出
辖区疫情相关人员169人。

疫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连日
来，为落实文昌市公安局党委关于关
口前移的工作部署，黄宏光带领城北
派出所在辖区设立了高隆、动车站两
个卡点，联合文昌市文城镇政府、市
卫健委等部门工作人员，对进入辖区
的车辆、人员进行体温检测以及信息
登记。为做好隔离观察工作，黄宏光
叮嘱辖区民警在做好监管的同时，务

必做好相关服务。他还把自己省下
来的一些口罩给居民使用。

2月5日晚，得知文城镇月亮城
小区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消息，
黄宏光立即带领民警赶到现场，穿着
防护服，协同文昌市卫健委、市疾控
中心、文城镇政府等单位工作人员将
该小区封闭，抽调人员24小时值守，
同时，将8名密切接触者及时送到市
级隔离点观察。

还没来得及休息，黄宏光又接到
上级指示：有2名摩的司机曾载确诊

病患到医院检查，需要立即找到摩的
司机并进行隔离。“警情就是命令。”黄
宏光说，容不得半点迟疑，必须马上行
动。经过两天辛苦奋战，警方终于找
到两名摩的司机，并将其送到隔离点。

城北派出所民警说，黄宏光每天
奋战在抗疫一线，不管自己多累，都
要去卡点巡查，关心卡点的执勤人
员，还送去姜糖水、汤圆，他时常说

“兄弟们辛苦了”，其实大家知道，他
才是最辛苦的那个。

（本报文城2月16日电）

文昌民警黄宏光扎在抗疫前线20多天

“疫情面前，人民警察决不退缩！”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陈冰

2月 16日 21时许，陵水黎族
自治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巩维
进还在医院里忙碌着，作为该院
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小组的组
长，工作到深夜是他近段时间的
常态。

巩维进自1996年大学毕业后，
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曾在外地参
与“非典”“禽流感”“麻疹”等重大传
染病的救治工作。2018年11月，
巩维进作为“好医生”人才被引进到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原本打
算回家过年的巩维进放弃假期，主
动请缨，全力以赴投身到抗疫中
去。工作中，与病患面对面沟通时，
肢体上的接触不可避免，也会有感
染的危险，但巩维进直言：“治病救
人是医生的天职，顾不上害怕，也决
不能退缩，只能在工作中尽量做好
防护。”

“大年三十那天，我一天接诊了
94例病患，连喝水吃饭都没时间。”
巩维进说，自除夕夜以来，他工作不
分昼夜，上完夜班还要轮值白班、查
房，往往半夜来一个电话，他就得赶
到科室，指导救治、转诊病人或安抚
患者。

“我母亲还在甘肃省天水市老
家，身体也不是很好。”巩维进说，
尽管现在很忙，他每晚还是会抽时
间和母亲视频，好让她放心。除了
自己投入到抗击疫情的工作中，巩
维进还带动家人为抗击疫情尽一
份力。

“我爱人张丹不是医护人员，看
着医院里大家都在忙，她也坐不住
了。由于之前做过办公室的工作，
她主动加入到医院的宣传工作中，
当起了疫情期间医院的宣传志愿
者。”巩维进笑着说，他爱人有时候
也赶稿子到凌晨一两点，两个人倒
也能做个伴。

（本报椰林2月16日电）

陵水医生巩维进
“连轴转”忙抗疫

不分昼夜
“医”往无前

三亚各界为留观游客
提供逾8000份免费餐食

义务送餐暖胃更暖心
本报三亚2月16日电（记者徐慧玲）2月1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有关部门获悉，三亚
300多名来自疫情重点区域的留观游客15日全
部解除医学观察。期间，三亚各界开展义务送餐
活动，为他们提供各类免费餐食逾8000份。

根据三亚疫情指挥部部署，1月30日，来自
疫情重点地区的游客，被安排在多个酒店进行集
中医学观察。三亚市海鲜餐饮协会主动请缨，承
担起三亚丽景海湾酒店、三亚维也纳酒店（千古情
大学城店）等医学观察点的留观游客和相关工作
人员的用餐工作。

自1月30日开始，三亚东海龙宫美食城、三亚
五湖轩海鲜餐厅分别作为两家医学观察点的临时
配餐中心，进行义务送餐活动。期间，三亚东海龙
宫美食城临时配餐中心为丽景海湾酒店累计送餐
5826份，三亚五湖轩海鲜店临时配餐中心为三亚
维也纳酒店（千古情大学城店）累计送餐2635份。

此外，三亚益龙海景渔村、海南东榕集团、三
亚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三亚德福轩海鲜酒楼等
220多家海鲜餐厅、海鲜供应商，三亚市旅联、三
亚旅游美食餐饮协会、三亚广西同乡会、陵水清水
湾海鲜排档协会等社会组织和机构，以及各界爱
心人士通过捐款捐物、支援人力等方式支持此次
送餐活动。

据统计，活动期间，共收到社会各界捐赠蔬菜
5000斤、大米1.3万斤、食用油100桶、肉禽类
500 斤、海鲜类 800 斤等，各爱心企业和个人
1700多人次参与送餐期间的饭菜制作、打包、采
买、配送和协调工作。

我省单次出院人数刷新纪录，
多位出院患者同意捐献血浆

“我愿捐献血浆回报海南”
■ 本报记者 马珂

2月16日下午，省传染病医院（海南省人民
医院感染病医学中心）大门前，又迎来了治愈出院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这一次，12名患
者同时出院，刷新了出院人数纪录。他们共同喊
出“海南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气势如虹！
据悉，12名出院患者中9名为湖北籍，1名为安徽
籍，2名为海南籍。

面对媒体，12名治愈患者排成了两排。治愈
患者方先生一个箭步走上前，大方表露心声：“感
谢海南医护人员对我们的用心照顾，感谢儋州市
疾控中心以最快的速度采取防控措施，让我能及
时得到治疗、家人得到妥善照顾。”讲到最后，方先
生动情地说：“海南派出了多批医疗队支援湖北，
还给我们家乡的患者带去了儋州调声，感谢之情
难以言表。希望全国齐努力，琼鄂一家亲，早日取
得战‘疫’胜利！”

治愈患者贾先生是省人民医院第一批出院患
者管女士的丈夫。“我妻子还有5天就能解除隔离
了，是海南给了我们夫妻第二次生命，刚刚我下楼
时，也给照顾我们的医护人员打电话表示感谢，谢
谢他们！”

治愈患者李先生也走到了媒体面前，他表示，
愿意捐献自己的血浆，用于后续患者的治疗，以回
报海南和海南人民。据了解，李先生是湖北孝感
电视台记者，春节前和亲朋好友相约到海南玩。
同行5人，3人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其中
李先生的堂弟作为确诊病例，已经不幸过世。

“堂弟前期服用感冒药，耽误了治疗时间，并
发症较多，我知道海南的医护们已经尽力了！”说
到这，李先生眼眶湿润了，“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一
定要早发现早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李先生说，
自己本是很坚强的人，但是最近看到很多新闻，也
体会到了医护人员为了救治病人付出了太多，他
屡屡为此感动落泪。

据悉，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五版修正版）》对于重型、危重型病例，可采用
恢复期血浆治疗。

海南省人民医院疾病控制办公室负责人、传
染病医院副主任吴彪告诉记者，医院已经开始联
系部分出院患者捐献血浆，目前找到的患者均表
示配合，国家相关技术人员很快会到海南进行相
应工作。

“我们会在合法合规备案的情况下，多部门联
动，进行先关治疗，增加疾病治疗手段，增加疾病治
疗信心。同时，我们也呼吁海南的治愈患者能够一
起参与进来，帮助其余患者的治疗。”吴彪说道。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2月16日，在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南国印象公寓，陈小月（右一）询问
了解小区的出入管控工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坚守抗疫第一线
2月16日，三亚市人民医院门诊部护士郭海霞在分诊台为前来就医的患者服务。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

郭海霞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从年前至今20余天，每天主动加班加点，参与预检分诊、人员协调、防护用品管理
等工作。“身为党员，我就应该站在抗疫的第一线。”她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吉阳区：

优先保障
防疫一线人员子女入学

本报三亚2月16日电（记者徐慧玲）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三亚市广大医疗卫生人
员听指挥顾大局，无私奉献，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海南日报记者2月16日从三亚市吉阳区获
悉，吉阳区教育局将优先保障疫情防控救治一线
的医务工作者和疫情防控工作突出贡献者等人员
的子女入园入学。

据介绍，此次保障对象包括由三亚市政府
派驻湖北疫区的医务工作者、在三亚市疫情定
点医院直接参与隔离救治的医务人员，以及在
三亚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突出，经组织
部门认定的突出贡献者。保障内容包括，申请
入读吉阳区中小学、幼儿园的，按照相对就近、
划片就读原则，结合家长意愿优先保障；吉阳区
公益课堂和暑期托管免费优先保障以及课后四
点半免费托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