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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9日来，我省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与
累积确诊病例环比均呈下降趋势。但2月以
来，我省报告的本地病例逐渐增多，疫情由输
入为主已发展为以本地感染发病为主。由于
受近期复工等人员流动增加等因素影响，若
防控措施不到位，未来还有可能出现疫情波
动。防控建议如下：

一、严格落实《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实行分区分级精准
防控、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的
指导意见》，进行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化防
控。

二、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
和发热病人要按照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统一要求，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截至2月18日16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63例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截至2月18日16时，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人数163例，重症人数15例，死亡人数4
例，出院人数59例。

琼鄂同心 共抗疫情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记者李
磊）“驻江陵县人民医院医疗队，今日
是否有疑难病例需要分析？前方诊
疗工作还存在哪些困难……”2月17
日19时，在海南支援湖北抗疫前方
指挥部位于湖北荆州的驻地，海南支
援湖北抗疫“远程医疗”平台正式开
通，前方指挥部可通过该平台视频连
线我省支援湖北的各支医疗队，高效

地统筹各医疗队的医疗救治工作。
据海南支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

部副总指挥、海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赵建农介绍，通过远程医疗视频连
线，前方指挥部可直观地与海南支援
湖北抗疫的各医疗队队长对话，并可
组织专家对当天重症、危重症病人进
行会诊，就患者的诊疗方案提供指
导，从专家角度解决病人诊断问题。

此外，该平台可让前方指挥部了解各
医疗队当天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各医
疗分队之间也可通过该平台相互了
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医疗工作。
通过这个平台，前方指挥部还可对各
医疗队的人员、物资、技术进行协调，
一旦发现重症病人转诊困难问题，可
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想办法解决。

2月17日晚，前方指挥部和各

医疗队连线一直持续到21时，在两
个小时的会诊中，前方指挥部通过
远程医疗平台与在江陵县人民医
院、洪湖市血防医院等医院开展支
援的海南医疗队开展了视频连线。
其中，驻江陵县人民医院的海南医
疗队通过视频汇报了该院收治的2
名新冠肺炎高危普通型患者情况，
前方指挥部的4名专家对这2名患

者的诊疗情况进行了分析，经协商
调整了诊疗方案，并迅速协调了转
院事宜。

据悉，从2月17日开始，海南支
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部于每天19时
左右开展远程医疗，必要时，前方指
挥部和医疗队还可通过平台连线省
内医疗专家，由他们对海南支援湖北
医疗队提供医疗技术支持。

海南支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部开通“远程医疗”平台
为前线医疗队提供技术支持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邢益照

近日，一段新冠肺炎患者跟着医
务人员在方舱医院内学练八段锦的
视频在网上火了。该视频发布不到
一天时间，浏览量就已经突破百万。

视频拍摄的地点是武汉市江汉
方舱医院，吴海艳是视频里的一名带
操护士。作为海南省中医院首支援
助湖北护理队的成员，在江汉方舱医
院开始接收新冠肺炎病人的时候，她
就随队入驻了。

“当天晚上大约转运了500名患
者过来，我负责带他们到各自床位。”
吴海艳说。

当时的场景给了吴海艳极大的
触动。江汉方舱医院是武汉市首个

启用的方舱医院，当她进入病区时，
看到陆续送过来的病人，心里特别
难受。

“病人的情绪都比较低落甚至恐
慌，病房的氛围也很消沉，很想帮帮
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那天的情景
让吴海艳至今难忘。

而“帮助患者调整心态”成了当
时护理队员们的共同心声。

考虑到方舱医院内床位密集、空
间小，患者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床上，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吴海艳决定先从
丰富大家的生活入手，首要任务便是
让病人们都“动”起来。

平日在医院学习过的八段锦给
了吴海艳灵感。这位从省中医院选
派来的护士，决定把中医保健功法带

进方舱医院。
“新冠肺炎病人不能剧烈运动，

八段锦等中医保健功法动作轻缓，
养身又调心，正好适合他们。”吴海
艳说。

当把这个想法向武汉协和医院
请示并得到肯定答复后，吴海艳和队
友着手就办。

她首先给护理队接管的400多
位病人写了一封信，并送到每个人
手中。

在信中，吴海艳告诉患者，在这
场战“疫”中，我们是并肩作战、共同
奋进的战友，大家有着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她特别向
患者强调了良好心态对于战胜疾病
的重要作用。

“患者收到信后，反响很热烈，大
家的心更近了。”吴海艳说。

取得患者支持后，吴海艳和队友
马不停蹄地去寻找音响和设备。这
个过程，整整用了两天。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很多商店没
有营业，吴海艳和队友在方舱医院附
近没有买到。她们通过微信朋友圈
求助，终于解决了难题。

在这期间，吴海艳还邀请了当地
的中医专家来到护理队驻地，现场给
队员讲解八段锦的要领，帮助大家规
范每个动作。

周密的准备带来了显著的成效，
吴海艳和队友第一次在病区里演示八
段锦，患者纷纷响应，积极参与。

“这给了队员坚持下去的动力。”

吴海艳说，现在，护理队员下班回到
驻地后，都会自发地集合到一起，重
复演练第二天要教给患者的动作。
虽然休息时间减少了，但从来没有人
喊累。

“看到陆续有患者康复出院，我们
觉得一切付出都很值得。”吴海艳说。

这段时间，护理队收到了不少感
谢信，信中患者对护理队员不惧危险、
细心照护表示赞赏和感谢。值得一提
的是，很多来信的落款，都不约而同写
着一个同样的名字——武汉人。

下一步，吴海艳和队友准备把
经络强身操、穴位按摩等教给患者，
为医患齐心共战病魔贡献更多中医
力量。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

省中医院护士吴海艳在方舱医院带领患者练八段锦：

巧借中医力量让患者“动”起来

我省昨天20例
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8例从省人民医院出院，含2名危重
症患者
12例从三亚出院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汤
颖 冯琼 吴蕾）2月18日下午，省人民医院又有8
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其中包含2名危重症患者
（1名尿毒症患者），再次为海南新冠肺炎救治工
作注入了强心剂。

彭某某，男，28岁，1月20日从武汉自驾至海
口，因咳嗽、发热、咳血就诊，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2月4日转负压病房呼吸机支持，2月7日
停用无创呼吸机，予面罩吸氧。9日转普通病房，
重型改为普通型。

蔡某某，男，34岁，居住澄迈县大丰镇，因发
热、咳嗽伴乏力就诊，2月9日转负压病房，予无创
呼吸机辅助，2月10日停无创，2月15日改鼻导
管转普通病房。

蒙某某，男，33岁，海南儋州籍，长期居住于
海南省海口市，无症状携带者。其父亲、母亲均诊
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许某某，女，36岁，长期居住于海南省文昌市
昌洒镇，因发热、乏力、咳嗽就诊，确诊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

林某某，男，32岁，海南澄迈人，1月18日赴
武汉出差。回琼后因发热咳嗽就诊，确诊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

黄某某，男，61岁，重庆人。1月16日由海口
飞泰国旅游，旅行团中有队友发热。因反复发热，
咳嗽就诊，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成某，女，40岁 ，海南澄迈人，因反复发热，
干咳就诊，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唐某某，男 ，59岁，湖北武汉籍，1月22日从
武汉赴琼，因发热、咳嗽就诊，确诊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

又讯（记者李艳玫）2月18日下午，三亚共有
1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经过综合诊治，
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
和出院标准，于当天出院。据悉，截至2月18日
17时，三亚累计已有32例患者出院。

这是三亚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同天出院人
数最多的一次，其中8例新冠肺炎患者在三亚中心
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出院，4例新冠肺炎患
者在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425医院）出院。

胡某某，男，68岁，湖北武汉人，三亚市某医
院首诊，2月5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治疗。

荀某某，女，67岁，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三亚
某医院首诊，1月31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
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

谢某某，女，68岁，湖北武汉人，万宁市某医
院首诊，1月22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
三人民医院）治疗。

水某某，女，4岁，湖北武汉人，陵水黎族自治
县某医院首诊，2月1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
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

丁某，女，19岁，湖北武汉人，万宁市某医院
首诊，1月27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治疗。

朱某，女，43岁，湖北武汉人，万宁市某医院
首诊，1月25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治疗。

丁某，男，48岁，湖北武汉人，万宁市某医院
首诊，1月25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治疗。

金某某，女，56岁，湖北武汉人，三亚市某医
院首诊，1月30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
三人民医院）治疗。

王某某，男，53岁，湖北武汉人，2月2日前往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治疗。

张某某，男，42岁，湖北武汉人，2月4日前往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治疗。

刘某某，女，37岁，湖北武汉人，2月4日前往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治疗。

粟某某，女，52岁，湖北荆门人，2月6日前往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治疗。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汤颖 冯琼 吴蕾

2月18日下午，降温的海口天气
有点凉。28岁的彭先生穿着一件不
太合身的外套，从省传染病医院（省人
民医院感染医学中心）走了出来。他
是一名新冠肺炎危重症治愈出院患
者，而他身上的这套“暖衣”，则是一直
负责为他治疗的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
主任吴涛从家里带来的。

据了解，由于彭先生在被抢救时，
原来穿的那身衣服已经被污染丢弃，
吴涛医生特意从家里找了件厚衣服给
他，怕他着凉。

“小彭是武汉人，我们像是从未见
面的战友，10多天来一直联手抗击病
魔。很庆幸，我们共同的努力得到了
好的结果。”吴涛特意让同事，给他和
彭先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我在病床上第一次吃
到了海南莲雾，太好吃了！”

“我想用武汉话‘扎实’来点赞海
南的医疗水平！没想到海南的医疗技
术水平这么高！”眼前的彭先生，看不
出曾经是名危重症患者，一场大病，让

他瘦了不少。
为了将这个28岁的年轻人从死

神手里抢回来，医疗团队付出了10多
天的艰辛与努力。

医生吴涛说，彭先生入院时情况
很危急，出现咳血甚至还会咯出少量
血块，而且CT检查显示双肺多发磨
玻璃样病变，肺部多发的病灶。彭先
生100多公斤的体重让医疗团队意识
到，他虽然是年轻人，若处理不及时、
不妥当，随时会出现ARDS、呼吸衰
竭、休克死亡等严重并发症从而转为
重症甚至危重症。

在评估疾病危重严重程度、监测
生命体征及各器官功能变化后，医疗
专家组为彭先生抗病毒、抗感染、无创
呼吸机辅助通气、增强免疫等治疗后
病情慢慢好转起来，避免了病情加重、
气管插管进行有创呼吸的可能。

经历了濒临死亡的感觉，彭先生
回忆说像是噩梦初醒一般。刚转进负
压病房时，彭先生只有恐惧、紧张。为
了舒缓他的情绪，医护人员不断鼓励
他，让他配合呼吸机的节奏，保持意识
的清醒。“幸好有他们，我才有这么强
的求生欲望。”

“等疫情结束后，我一定还要来海
南！好好感受这个温暖的地方！”彭先

生说，住院时镇静镇痛药药效过后想
吃水果时，隔离病房的周忠义医生立
马削了水果交给负压病房护士，一口
一口地喂到他嘴里。“太好吃了！那个
味道这辈子都忘不掉。”彭先生说，这
是他第一次吃到海南的莲雾，味道好
极了。

出院了，彭先生终于见到了他一
直想“谋面”的吴涛医生，并说出了心
里一直想说的话：“虽然没有看过你们
的面容，但我记得你们的声音，一听就
知道是你们，以后你们去武汉，一定要
去找我！”

医护人员不放弃，尿毒
症患者获新生

2月18日下午，蔡先生在医院做完
血透走出医院，成为当天出院患者中最
后离院的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原
本患有尿毒症的他，也是治疗团队竭尽
全力挽救回生命的危重症患者。

整个治疗过程可谓惊心动魄。吴
涛回忆时仍心有余悸，“患者病情危
急，一刻都不能耽误。”由于蔡先生有
慢性肾脏病5期、慢性肾小球肾炎、肾
性高血压3级极高危、肾性贫血，长期
进行血液透析治疗，这些基础疾病加

大了治疗新冠肺炎的难度。“尿毒症患
者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而且感染
后容易加重，会迅速转为危重症，从目
前报道了解到，在全国范围内这类有
尿毒症的感染者死亡率非常高。”吴涛
回忆说，入院后蔡先生出现气促、心力
衰竭和呼吸衰竭，吸氧的情况下血氧
饱和度不到80%。

2月9日，蔡先生气促加重出现心
力衰竭、呼吸衰竭，随时有呼吸心跳骤
停的风险，危及生命。重症救治团队
二线周忠义主任评判病情后，紧急处
置，立即将其转负压病房予无创呼吸
机辅助通气，随时调整呼吸机参数，维
持电解质平衡等。经过连续多日的
24小时不间断严密观察、随时的医疗
护理处置，蔡先生气促症状改善，血氧
饱和度提升到正常。周忠义主任说：

“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得了新冠肺炎，如
同一个战后的城市再次遭遇了大风
暴，医生护士要对其进行重建修复，这
是一个巨大工程，一有闪失便功亏一
篑，不能顾此失彼。心脑肺肝肾血管
等多个脏器就像是一个个重要城墙，
都不能垮塌都不能放弃。”在抗炎、抗
病毒、提高免疫力、营养支持、维持电
解质平衡，同时根据情况间断进行血
液滤过，蔡先生的心肺功能不断改善，

生命体征逐渐稳定下来。
“加油！不要放弃！”医护人员不

断给蔡先生加油打气。分工协作、共
同努力，只为了抢救这个34岁的年轻
生命。由于蔡先生病情危重，随时可
能出现恶性心律失常、休克，甚至呼吸
心跳骤停等情况。治疗组在评估患者
的危重情况后，通过电话不厌其烦详
细地与患者家属多次进行病情沟通。

一直坚持，不舍放弃。专家组反
复讨论，不断调整治疗方案，经过与病
毒的厮杀，蔡先生终于脱离了呼吸机，
转入了普通病房。2月18日，他终于
迎来“出院”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由
于尿毒症，蔡先生出院后即回当地医
院继续规律血液透析治疗。

“重症患者救治成功和康复出院，
70%的功劳要归功于重症护理团队。”
重症救治专家组组长谢晓红主任，特
别为团队的护士点赞：负压病房的风
险等级是最高级别，佩戴护目镜、身着
厚重防护服，对于负压室高要求的精
细操作是巨大的挑战，但护士克服
种种生理和心理困难，完成一个又
一个危险的操作和护理，持续坚守在
患者身边，带他们走出阴霾走向生命
的曙光。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

从死神手里夺回的生命
——记省人民医院抢救两名危重症患者

①②近日，在武汉国际会展中
心方舱医院救治新冠肺炎轻症患
者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
员周晓华医生（右），收到了住地酒
店工作人员送上的生日长寿面和祝
福卡片。

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
南）队员用对讲机跟队友联络。

④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
南）收到武汉当地政府、热心企业
及市民送来的爱心物资。

接爱心

忙救护

收祝福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文/本报记者 陈蔚林
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员 陈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