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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鄂同心 共抗疫情

■ 本报记者 李磊

“蒋柳花护士和住院部所有护士
们：感谢你们这几天细心的照顾，让
我从刚开始住院时的焦虑无助，到现
在放松心态，积极配合治疗……”

近日，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员、
儋州市人民医院护士蒋柳花收到了
一封感谢信。这封信来自这几天她
在荆州市胸科医院护理的新冠肺炎
患者徐女士。在信中，徐女士表达了
她对海南千里驰援荆州的白衣天使
们诚挚的谢意。

对许多患者而言，生病、住院、隔
离，相比于身体上的折磨，更多的是

心理上的惶恐不安。刚入院的那几
天，徐女士也是如此。

徐女士在接受荆州当地媒体采
访时说，入院的第二天，她由于心理
极不适应，导致食欲不振，于是就试
着向护理她的蒋柳花说出了自己想
吃水果的想法。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不一会，蒋柳花就抱来了一堆水果，
还不停对徐女士抱歉说，现在物资很
紧缺，只有这些水果了。

面对非常时期来之不易的水果
和蒋柳花细心体贴的举动，徐女士格
外感动，刚入院时心中的坚冰开始一
点点融化。

在蒋柳花和其他护士细致入微

的照顾下，徐女士逐渐放下了心中的
恐惧，建立起治愈病情的信心。

随着身体渐渐地好转，即将出院
的徐女士坐在病床上写下了这封饱
含深情感谢信，送给蒋柳花和所有帮
助过她的白衣天使们。

面对这份饱含着病人谢意和信
任的感谢信，蒋柳花说，从温暖如春
的海南来到荆州，气温的骤降虽然
让她一开始很不适应，但这段时间
以来，和荆州当地医务人员默契密
切的合作，还有来自病人们的信任，
都让她的心里始终充满了海南春天
的暖意。

（本报海口2月19日讯）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为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做好生活保障

一份充满爱的物品清单
■ 本报记者 马珂

“这里是药品，都做好标记了。”“这里是生
活用品，纸尿裤、润肤露……”“中医科给大家准
备的香囊和雷火灸已经打包好了”……2月19
日12时许，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海南省妇
幼保健院院区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俨然变成了
一个大仓库，19个行李箱和背包整齐地排列在
一旁，50个包装好的大纸箱也静候一旁。这些
物品，是中心为2月19日即将奔赴武汉的19名
医疗队医务人员准备的物资。

2月17日，得知中心将派出第二批由19人组
成的医疗队奔赴武汉，该院中心保障部立即列出
了为队员们准备的物品清单，并分头采购。这份
多达50多项的物品清单中，包括防护物资、生活
用品和药品等。“防护物资包括防护服、口罩、外科
手套等，生活用品我们也准备得比较细，包括羽绒
服、暖水杯、剃须刀、指甲钳、焖锅壶、暖宝宝、插座
等，药品也有20多种，基本上能想到的我们都准
备了。”中心保障部主任汤成毅这两天和同事们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在队员出发前把所有物品都准
备好并打包完毕。

“你们一定要做好防护，注意保暖。武汉
天气冷，容易冻裂手，我们给你们准备了护手
霜，别怕麻烦，记得涂。你们在前方安全，我们
才放心。”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院
长）樊利春，拉着就要出发的医疗队队员，不停
地叮嘱。

“这里面装的，是中心对我们满满的爱。”打
开行李箱，医疗队队员胡诗芳笑着说。

（本报海口2月19日讯）

2月19日，海口市万绿园南侧的高楼亮起灯光秀，以“最美逆行者”字
样和滚动播放驰援湖北的海南医护人员照片，向白衣天使致敬。

文/本报记者 计思佳 图/本报记者 李天平

68岁出院患者为海南医护写诗

“他们是椰城最美的风景”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汤颖 冯琼

文传情，诗言志。
2月19日，在海南省传染病医院（海南省

人民医院感染医学中心），就要出院的余先生，
朗读起他和老伴儿在病房一起写给海南医护的
一首诗。

“他们是非常时期最可爱的人，他们是抵御
邪恶的坚固屏障，他们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
富，他们是共和国无比强健的脊梁，他们是椰
城最美的风景……”68岁的余先生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虽然他和老伴此行没有机会欣赏海
南的美景，但是他们在病房里看到了海南医护
的精神之美。

之前没有来过海南，余先生不曾想过，第一
次与海南的缘分竟如此特殊。1月22日，余先
生一家五口从武汉飞往海口旅游。在酒店隔离
期间，余先生及妻子有发热迹象后被确诊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

“刚被确诊时心理非常焦虑。”余先生是一
名老党员，在政府机关单位工作了大半辈子，最
在意的就是“添了麻烦”。“我开始觉得很内疚，
但是海南医护们宽慰我说湖北人都很坚强，我
也要坚强面对病魔。”说到这，余先生哽咽了。

“我和老伴儿一住进医院，医护人员们就一
口一个阿公、阿姨地喊，特别的亲切，他们让我
们要有信心，告诉我们之前年龄更大、病情更重
的都治好了。听了他们的话，我们的心情放松
了很多。”余先生说，前几日气温上升，隔离病房
里多了些蚊子，护士们连夜把蚊帐挂上；清洁员
拖完地面后，护士就小心叮嘱“不要走下床，地
面滑”……在隔离治疗期间，余先生充分体会到
了“海南人民的温暖”。

余先生说，隔离病房内的医护人员跟他女
儿差不多大，他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持续坚守
在患者身边完成最危险的操作和护理。他们也
会害怕紧张，但总能积极安慰每一位患者，引导
他们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

“我们的生命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
健康是他们付出的结果。”千言万语，凝结成余
先生和老伴儿送给海南医护人员的小诗。

据了解，余先生的老伴儿仍需等待核酸结
果达标后方能出院。“老伴儿你要加油！有医护
们在照顾你，一定会好起来。”余先生对着镜头，
给老伴儿鼓劲。 （本报海口2月19日讯）

■ 新华社记者 陈凯姿 侯文坤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海南粉在这里给热干面加油啦！”海
南首支援助湖北疫情防控医疗队队
员、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湖急
诊科重症监护室护师邓湘柳日记里
的这句话反映了医疗队队员的普遍
心声。

20多天来，海南医疗队“掏家
底”式的援助，使琼鄂两地的心紧紧

相连。
“接到通知当天，我跟女儿说，妈

妈要参加医疗队，跟病毒打仗。女儿
撕心裂肺地哭，不肯让我走。她今年
7岁，知道病毒的危害。等到明白打
败病毒就是救人，她才微笑着送我出
门，跟我说拜拜。”这是海南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护师何书玲在《战疫日
记》里写的一段话。

日记中的医疗队，是由140余人
组成的、海南驰援湖北的“先头部
队”，也是外省第一支驰援湖北荆州
市的医疗队。

20多天前，决心书，请战书，白纸

黑字上，医疗队员按下一枚枚鲜红手
印，他们是海南 12 家医院医护骨
干。“护士长，我报名！”“我是党员，让
我去！”……海南省多家医院的各个
科室工作群纷纷被报名的信息刷屏。

队员叶智超是瞒着妻子苏爱康报
名的。他是队里唯一的男护士，大女儿
不到两岁，妻子还有5个月的身孕。大
年初三，队伍出征。得知信息后，同在
一所医院工作的苏爱康，奔向正要推行
李箱走的丈夫，两人相拥而泣。

1月 28日凌晨，医疗队抵达荆
州。当时，荆州寒风呼啸，医疗队很
多队员身上还是出发时的单衣。

队员们迅速开展实战演练，分组
奔赴各医疗机构。不停歇穿梭重症
病房的脚步声，呼吸机尖锐的滴滴
声，隔离服内的喘息声……声声涌入
队员们的耳蜗。物资缺，就不喝水不
吃饭，穿上尿不湿坚持8个小时；病人
多，就开会到深夜，挨个制定治疗方
案……

每一天都是一场大考。队员们
把眼前的患者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抽血，在“扎针能手”邓湘柳看来
是最简单的操作，却由于泛白雾的防
护镜和多层手套变得困难。“扎错了，
我就一直说‘对不起’，病人却忍着

痛，对我说‘没事’。”
“我们配合治疗，你们也要保护

好自己！”“谢谢你们给我与病魔对抗
的勇气！”这些是病友们常对医疗队
队员说的话。在邓湘柳支援的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中医院，一名老年患者
说：“你们来自海南，海南有海，湖北
有江，江海相通，人心相连。”

“隔着护目镜和面屏，总担心他
们看不到我们眼中的鼓励，所以我常
常会轻轻握一握他们的手。”邓湘柳
相信，爱和希望，一定比病毒蔓延得
更快，并最后战胜它。

（新华社武汉2月19日电）

“海南有海，湖北有江，江海相通，人心相连”
——海南首支支援湖北医疗队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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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孙婧

2月19日下午，海口美兰机场1
号安检口，熙熙攘攘的人群，看起来
和普通乘客不一样。他们举着各自
医院的队旗，一簇一簇地聚拢着，互
相拥抱、摸头、拍拍肩膀。

这是海南派出的第六批援助湖北
防控疫情医疗队，146名海南医护人员
主动报名，逆向而行。离别的机场，奋
勇之心与离愁之爱相互交织着，柔软了
人心。

又美又酷女护士

在146人中，120人是护士，女性
数量超过一半。大多数女性医护人
员都保留着自己原本的发型，一部分
人剪成了短发，有的人干脆把后脑勺
的下半部分剃光，配合着马尾辫，反
而有种酷女孩的味道。

来自昌江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
合医院的15名女护士，清一色的短
发。“头发太长太多，防护帽不容易遮
住，暴露在外容易有感染风险，而且
每天脱下防护服都要洗头消毒，还不
如剪短了安全又利索。”队里资深护
士杨锦珍说。

“我还没对象呢，短发还好找男
朋友吗？”年轻的护士钟荣妃轻晃脑
袋，不好意思地问她。“不怕，全世界
都知道护士是最美的女孩子，回来我
就给你介绍对象！”杨锦珍的一番话，
把钟荣妃逗得哈哈大笑。

保大家才有小家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早点回

来。”“嗯，等我回来。”省第五人民医
院外科医生丘晓林在和女友话别。
女友忍不住仰起头，隔了两张口罩，
一个轻轻的吻。

女友画了护身符、小神兽，贴在
丘晓林的行李箱上。这样的用心，让
丘晓林有些忍不住想哭。

如果不为大家出力，又如何保住
小家的安稳呢？丘晓林为此行准备
已久。他的行李箱里，放着保暖衣物
5套，厚袜10双，以及相当数量的纸
尿裤。“我是我们医院第三批支援人
员，之前去支援的同事说，他们最长
一班上了10个小时，而且反复提醒
我们，武汉天冷，一定要注意保暖，一
定要非常认真消毒。”

丘晓林把自己赴湖北的消息瞒
了好久。临上飞机前，他在家庭微
信群里郑重写下：亲爱的爸爸妈妈，
妹妹们，请原谅我这个既自私又勇
敢的决定……湖北疫情暴发，身为一
名穿白大褂的医生，这个时候已经
不容我跟大家商量了……请大家好
好保护自己，我也会做好防护工作，
等疫情结束，春暖花开，凯旋之时，爱
你们！

“生日快乐，答应我平安回来”

当天18时许，飞机在万米高空
上向着湖北武汉的方向平稳飞行。
机舱内，大多数医护人员正闭目养
神。突然，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儿科护
士张莹莹被叫到了名字。

“今天是你21岁的生日，祝你生日
快乐！”湖北武汉籍高级客舱经理王永
刚和乘务长李文丽，为张莹莹送上寓意

祝福的水果拼盘和生日贺卡，话语带着
深情：“我们想特别感谢你们，这次疫
情，我们的家乡病了，身边的亲人也受
到了影响，感谢你们不顾安危来帮助我
们的家乡！”

所有人鼓起了掌，齐声唱起了生
日快乐歌，张莹莹泪光闪闪。在即将
抵达武汉抗疫一线这个极其特别的
时刻，张莹莹许下心愿：希望疫情早

日结束，我们都能平安归来！
“希望你们答应我，照顾好自己，

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回来，到时候我们
来接你们回家！”李文丽声音里没了
一贯的平静，话说一半哽咽起来。“等
到珞珈山的樱花盛开，让我们摘下口
罩和相爱的人一起，去看我家乡最美
的樱花！”王永刚大声发出了邀请。

（本报武汉2月19日电）

送你赴战场 等我春暖归
——海南第六批援助湖北防控疫情医疗队出征侧记

■ 张成林

昨天，我省第六批援助湖北医
疗队出征，来自8家单位的146名医
护人员奔赴湖北，支援方舱医院。
自1月27日派出首批医疗队以来，短
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海南贯彻中
央决策部署，落实“全国一盘棋”要
求，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
助精神，已向湖北驰援六批670余名
医护人员。身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们
争分夺秒、英勇奋战，唱响了一曲曲
琼鄂同心、共抗疫情的生命赞歌。

生命高于一切，使命重于泰山。
面对肺炎疫情，我省广大医护人员不

惧风险，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带着省
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重托，英勇奔
赴抗“疫”最前沿。他们舍小家、顾大
家，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以生命至
上、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以及英勇无
畏、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守护着群众
的健康，传递着生命的力量，为湖北人
民筑起一道健康防线。他们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特区精神、椰树精神。省委
书记刘赐贵多次嘱托，一定要守住自
己健康的底线，在大战中体现大爱，圆
满完成肩负的光荣使命，并要求全力
以赴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省长沈晓
明也致电慰问海南支援湖北抗疫医疗
队。深切的关心和支持给千里之外的

医护人员送去了温暖和力量。
“前方困难重重，我们义无反

顾！”在战“疫”最前沿，白衣勇士们
夜以继日、苦战拼搏，用深情厚爱诠
释责任担当。为增强必胜信心，救
援队员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与患者一
起共舞；为了抢时间，他们不喝水，
不上厕所，穿着纸尿裤长时间工作；
为缓解人手不足压力，他们主动申
请到重症监护室……关键时刻，初
心使命就体现在这一幕幕动人场景
中，人间大爱就蕴藏在这一个个感
人瞬间里。战“疫”一线，正是靠着
他们超乎寻常的努力与付出，才扛
起了人们战胜疫情的信心与希望，

实现了一个个患者的治愈出院，换
来了一个个家庭的欢声笑语。他们
理应获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当前，最好的致敬是关心关爱医
务人员的实际行动。连日来，白衣战
士们埋头苦战，十分辛苦，而且，接下
来还要继续坚守，继续奋战。只有用
心用情关心关爱医疗队员，用有力的
措施、贴心的服务，全力以赴解决他
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才能免除后顾
之忧，让他们全身心投入战斗。为
此，要落实好省政府有关为我省援助
湖北医务人员办好八件实事的规定，
要关心他们的需求，保障医疗防护物
资的及时充足供应，改善工作条件和

休息条件，做好心理疏导，确保他们
有充足的体力和精力投入工作；要关
注他们的牵挂，详细了解每一位医疗
队员家属的需求与困难，积极协调解
决，用周到细致的贴心服务为医护人
员提供最坚强的后盾。

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
大家，战役“最前沿”白衣勇士们身
上展现出来的人间大爱、奉献精神，
为我们共克时艰、战胜疫情坚定了
信心、增强了勇气。大力弘扬舍小
为大、敢于奉献的可贵精神，把心贴
在一块，把情融到一处，把劲合在一
起，我们定能筑牢人民健康的坚固
防线，取得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

六批医疗队驰援 担当奉献勇逆行

◀上接A01版
南繁科研人员返琼后，还将采取居家隔离、集中
隔离等形式管理，每日在‘南繁硅谷云’软件
上打卡、上报情况。”省南繁管理局副局长周
泽雄说，对于发热人员，他们将第一时间送医
检查，进行基地消毒，全方位细化返琼人员管
理，强化疫情防控工作。

此外，省南繁管理局通过视频指导管理、专
人代管、外包服务、邮寄科研材料等多种形式，
尽可能降低疫情对南繁科研成果的影响。同
时，针对周边村庄农民返工难的问题，该局主动
与乡镇政府、村委会沟通协调，为符合返岗条件
的农民开工作证明，确保科研试验和制种生产
基地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有序推进。

下一步，海南还将探索结合海南健康一码
通等多种形式，分类管理返琼科研人员和管理
人员，有序推进南繁工作开展。

线上报备打卡
线下代管农田

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护士收到荆州患者感谢信

“病人的信任让我心中温暖如春”

2月19日，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丘晓林即将驰援湖北，与前来送行的女友杨雅静告别。
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扫码看航
班为海口市妇
幼保健院护士
张莹莹过生日
的视频。
视频/孙婧、袁琛

轻轻的吻
深深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