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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鄂同心 共抗疫情

2月以来，我省疫情波动中持续下降，近
期本地感染病例占比较高，疫情由输入为主
已发展为以本地感染发病为主。本地疫情
仍将集中在前期报告病例较多的市县，也不
排除发生新的疫点。由于病例发现、传染源
调查、密接追踪等工作将较为复杂，因此防
控建议如下：

一、严格执行分区分级的防控措施，加
强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提升发热可疑病人
鉴别诊断能力，进一步阻断本地传播，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

二、尽量错峰上班，灵活排班，禁止聚会
和聚餐，减少聚集，严格执行分餐制，加强通
风，最大限度减少聚集性传播风险。

三、针对近期确诊病例减少，出院病例
增多，群众有麻痹松懈情绪和表现，再次提
醒广大群众要做好个人防护，务必严加防
范，防止疫情出现新的蔓延。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 （记者马珂）2月 22
日，海南省人民医院新增1例新冠肺炎出院患者。

患者情况如下：吴某，女，46岁，海口琼山
人，因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于2月8日收住普
通病房治疗。据了解，该患者入院后给予抗病
毒、提高免疫力、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及内环境稳
态等治疗，体温已连续正常7天，呼吸道症状明
显改善。复查胸部CT提示肺部病灶较前吸收，
核酸检测连续两次均为阴性，经专家组讨论符合
出院标准。

又讯（记者李艳玫）2月22日下午，三亚中
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和南部战区海军
第二医院共有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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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
22日17时30分，三亚累计已有48例确诊病例
治愈出院。

6例患者情况分别为：孙某某，男，25岁，浙
江杭州人，三亚市某医院首诊，2月8日转入三亚
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病情曾告
病重；阮某某，女，62岁，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
人，昌江某医院首诊，2月2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郑某某，女，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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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某，女，62岁，湖北武汉人，陵水某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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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某某，女，51岁，湖北武汉人，
三亚市某医院首诊，2月5日转入南部战区海军第
二医院治疗；刘某某，男，61岁，湖北武汉人，三亚
市某医院首诊，2月11日转入南部战区海军第二
医院治疗。

我省又有7例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出院
1例从省人民医院出院，6例从三亚中心
医院和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出院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程守满 实习生陈宋釜）“幸好是您
的出现，您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有
了亲人般的温暖。”2月19日，在湖
北省武汉市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
医院内，定安县派出支援湖北的医
护人员叶琳收到了一封来自武汉市
民林先生的感谢信。

27岁的叶琳是定安县人民医
院内科的护士，2月17日，她主动
请缨，成为海南支援湖北的医疗队
队员之一。

给她写感谢信的林先生因为感
冒，被初步确诊为病毒性乙流，要求
在医院内隔离观察。起初，林先生
对隔离观察十分抗拒。他在感谢信
中写到，由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严峻，加上自身还有胃病等多种
疾病，他担心被隔离后失去家人照
顾而变得孤独无助。

随着隔离的日子越来越久，林
先生随身携带的胃药日渐减少，而
方舱医院并没有这些药品，他开始焦
虑、狂躁，拒绝配合看病，并自个换了
病床。

2月19日，叶琳了解到林先生
的情况后，主动走到他身旁，和他拉
起了家常，并向他保证，“我一定会
帮您想办法拿到药”。

随后，叶琳与林先生家人取得
联系，并向对方详细说明林先生的
现状。得知林先生的家距方舱医院
较远，没有办法直接把药送到医院，
叶琳便将林先生所需药品列了一个
清单，通过微信发给林先生家属，并
详细告知邮寄地址和邮寄方法。多
方协调后，药品顺利从林先生的家里
寄出。

处理好林先生的问题后，叶琳
又投入到服务其他病患的工作中
去。就在穿着厚重防护服的叶琳，
连走带跑往返于患者的床前忙碌
时，林先生将手写的感谢信递到了
她面前。林先生说：“叶琳姑娘，你
真是把我当成家人，感谢你无微不
至的关心和照料。”

收到感谢信后，叶琳的心情十分激
动：“患者的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病毒虽然残酷，在抗击疫情的
同时，感人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也请后方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竭
尽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请等待我们
的平安归来。”叶琳在微信工作群里
写下这样一句话。

定安驰援湖北抗“疫”医护
人员叶琳收到感谢信：

“患者的认可，
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伍昭静 王妍馨 郭晶晶

“这7天，小妹一直在找妈妈。”2
月21日傍晚，曾斡结束值守回到家
中，看到两岁的小女儿正趴在窗上，
满眼失落。作为护士的妻子胡颖青
已赴湖北驰援抗疫一周，期间只匆忙
报了一次平安。曾斡的内心，有难言
的担心，更有难舍的牵挂。

曾斡是南方电网海南五指山供电
局变管所巡维中心站长，妻子胡颖青
是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的护士
长。得知第一批医疗队前往湖北支援
后，胡颖青也坐不住了，回家跟曾斡
商量。曾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干

脆地说：“放心去，家里还有我。”
曾斡知道，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

期，妻子只有义无反顾地“逆行”，她
才觉得对得起这份职业，心里才踏
实。胡颖青作为第四批支援湖北抗
疫医疗队成员，已前往湖北荆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救治患者。截至2月21
日，海南省陆续向湖北“空投”的医疗
支援总人数达到863人。

出发那天，胡颖青本来情绪还好好
的，可当看到赶来相送的丈夫和儿子
时，胡颖青还是忍不住哭红了眼睛。曾
斡上前紧紧抱住妻子，手不断地拍着她
的后背，反复说：“照顾好自己。”

“现在想起这一幕还是想流眼
泪。”住在曾斡一家楼上的同事林文

春深吸了口气，停顿了一下：“谁没有
牵挂的家人，谁又愿意自己的家人以
身犯险？我觉得他们都很了不起。”

抗击疫情进入关键时期，胡颖青
所支援的医院实行严格管理，她无法正
常和家里人通电话。身在保供电一线
的曾斡支持妻子，正在读高中的大儿子
也理解妈妈，只有年幼的小女儿，天天
都闹着找妈妈。“妹妹要乖乖的。妈妈
到了很远的地方，去帮助生病的人了，
我们等妈妈回来。”哥哥这样安抚妹妹。

曾斡不知道怎么安慰小女儿。
妻子以前很少出远门，就算出远门，
也总该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可这一
次，他们都不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抗
疫时期，不仅妻子身在抗疫一线，曾

斡也在五指山为战“疫”守护光明。
作为巡维中心站长，曾斡负责着

五指山地区六个变电站的运行管理，
要对设备特巡特维，保障供电稳定，
他常常早出晚归。“从1月21日到今
天，我们的工作根据疫情情况不断

‘提档加速’。”曾斡说，从保障医疗机
构用电，到现在服务企业复产复工，
他们始终没有放松。

夫妻俩都投入到战“疫”中，孩子
只能由老人照顾。局里问曾斡有没
有困难需要照顾时，曾斡谢绝了。此
时此刻，个人的艰难本就微不足道，
曾斡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千里之外的
妻子，能平平安安地回家。

（本报五指山2月22日电）

战“疫”夫妻曾斡、胡颖青：

你在湖北救死扶伤 我在海南守护光明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周圣涛

儋州市人民医院精神科副护士
长王贻卿，1月28日凌晨飞抵武汉，
29日进入荆州市传染病医院内一科，
马上下病区熟悉工作流程、了解患者
病情。在新岗位他是护士，但在驰援
湖北的20多天来，他变身多面手，一
身兼“三职”，发挥身为护士长的特
长，做比一般护士更多的事，又兼护
士，还是消杀员。

“这里的护士以前没有用过抢救
重症患者的特殊设备，而我在儋州市
人民医院重症科用过。她们不懂连
接呼吸机管道，我帮她们连接；她们
不懂调输液泵，我教她们调。”王贻卿
说，医院没有男护士，女护士不知道
做的事，他做；女护士干不动的事，他
干；事无大小，他全干。上责任班时，
他是护士，给患者输液、换液体、抽血
等；上消毒班时，他是消杀员，病区病
房里里外外忙着消毒；上治疗班时，
他还是护士，负责配药、加药、给药。

“哪个班次缺人，护士长就排我上
班。有时1个班内交叉做两种事。”

护士工作看似平常，实际却很辛
苦，特别是护理重症患者，尤其艰
难。王贻卿要穿戴笨重防护装备，湖
北天气寒冷，但他不敢穿厚衣服，担
心身体本来就缺水，再穿多衣服干

活，容易出汗引起虚脱，他笨重防护
服里仅穿一件薄内衣。多干活容易
出汗，内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不
干活，汗湿的内衣冷得他头皮发麻，
刺激他的鼻炎发作，接连打喷嚏，口
罩里都是水和鼻涕。

病区病房消毒看似轻松，实际却
很劳累。消毒班工作量大，王贻卿放下
护士长架子，甘当消杀员，每天早上和
下午，他都背着重达10公斤药桶杀
毒。“早上从8点钟忙到11点半钟，在
每个病房、病区内、外走廊喷洒消毒
液，患者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也要喷，
喷完后再打包垃圾，接着擦拭每个病房
的床头柜、病床和地板，再把内、外走廊
地板擦一遍，最后推空气消毒机到每
个病房消毒，才算完事。”他光是一个
早上，就背着药桶走2万步。有人问
他，护士长也干消杀员、清洁工的活？
他豪气地回答：“护士长更要冲在前面，
我是男护士长，脏活累活就该我干。”

治愈出院的患者对王贻卿心存感
激。一位曾接受他心理疏导的35岁
女患者，2月16日治愈出院，离开医院
之前，专门找到他表达谢意：“今天我
康复出院，我太高兴了，终于熬过了这
段最难煎熬的苦日子。因为有你的
鼓励，我才有信心战胜病毒，你千里
迢迢支援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医疗
技术，更多的是冬日里的太阳，我感到
倍加温暖。”（本报那大2月22日电）

责任班、消毒班、治疗班，儋州市人民医院驰
援湖北的王贻卿随时顶上去

男护士多面手 一人兼“三职”

回家！103名滞留海口
湖北旅客乘包机返乡

2月20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员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例行
查房，忙碌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文/本报记者 陈蔚林 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员 熊小杰

2月20日，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负责的
患者出院前与救援队队员合影。

文/本报记者 陈蔚林 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员 凌学斌

2月22日，在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海南医疗队的院感专家、三亚市人民医院院感办
主任曹志红（左一）和当地医院人员，通过实时监控查看检查医院隔离区内的防护措施是否合格到位。

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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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书本、笔等文具。当时很多商店都关门了，
工作人员跑了很多地方才帮我买回来了。”回忆
起在健康服务管理中心的点点滴滴，郭晓静心里
暖暖的。

在103名旅客中，有一位名叫花胡超的聋哑
残疾人。他是武汉人，平时在广东工作，过年来
海南看望在陵水工作的姐姐，最后因疫情滞留在
海南。“他大半年没回武汉，很久没见父母了，所
以非常渴望回家。”花胡超的姐姐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在欢送仪式上，花胡超将自己感谢的话语写
在了一张纸片上：“衷心地感谢党和政府以及志
愿者们给予帮助，给我们这些因疫情滞留在海
口的伙伴们一个回家的机会，你们辛苦了！武
汉加油！中国加油！”花胡超表示，海南是个美
丽的地方，以后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他想来海南
就业。

陈闯是执飞此次包机任务的机长之一，曾在
2月14日护送海南省第四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飞
赴荆州。能再次执飞包机，他感到非常荣幸。

“‘疫’方有难，八方支援。与上次不同，这次我
载着103名湖北籍旅客返乡。疫情阻隔了他们
的回家路，今天，我将和全体机组人员一起，满
载海南人民的爱与关怀送他们回家。”

“虽然这次没看到海南的美景，但感受到了海
南人的温暖。海南人就是最美的景色！”武汉旅客
钟鸣说，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就注意到路边的木棉
花已经开了，火红而灿烂。“江海同天，携手向前，
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武汉马上也将迎来樱
花盛开的春天！”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

■ 本报特派记者 孙婧 通讯员 陈元

在湖北省荆州所辖的各个县市
区中，洪湖市疫情最重。截至2月22
日18时，洪湖市累计报告确诊新冠肺
炎患者250例。派往洪湖支援抗疫的
海南医疗队62名队员，目前集中在洪
湖市首个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
——洪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支援救治。

如果说医护人员守护的是患者
的健康，那么在新冠肺炎患者集中的
医院，又是谁在层层布防，防止疫情
在院内散播，守护医护人员的健康？

2月22日，海南日报特派记者走
进洪湖市第四人民医院。虽然医院
每天早晨换班时间是8点，但提前40
分钟，海南省支援洪湖疫情防控医疗
队队员、三亚市人民医院护士长林贝
就开始换装了。洗手衣、隔离衣、防
护服、胶鞋、手套、帽子、护目镜、口罩
……按照贴在墙上的穿戴流程，他要
花上20来分钟的时间，才能把自己
里三层、外三层严密包裹好。

只不过这厚厚的防护装备一上，
医护人员的动作就受到了限制，在

“厚重壳子”里的人可是难受极了。
林贝架着肩膀，对着镜子检查全

身防护是否到位，“我现在下巴只能
这样收着，也不敢大幅度活动肩膀，
否则可能会让防护服密封不严，增加
暴露的风险。所以6小时的班下来，
不吃不喝不拉是‘考验’，还要忍受肩
膀脖子的酸痛。”

穿好防护服，防护流程还没完。
他们还要穿过一扇单向门，进入半污
染区，在那儿的更衣室完成最后一个
步骤——戴上护目镜，将防护服眼睛
处的窗口彻底封住。

“奇怪，今天戴N95，感觉呼吸不

憋闷……”海南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队员、海南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
ICU医生曹一秋，是个性格活泼、爱
开玩笑的小伙子。他一边换装，一边
邀请海南医疗队院感专家、三亚市人
民医院院感办主任曹志红为他拍摄
穿上防护服的过程。

这样做，一方面是请曹志红“考
核监督”自己的防护动作，另一方面，
他也想把拍好的视频发给远方的家
人，展示自己的防护有多严密，好让
家人放心。

医院内划分清洁区、半污染区和
污染区，制定严格的人员防护装备穿
脱流程、每天配置新鲜消毒液摆在各
扇门边上、每天清洗消毒空气净化器
过滤片……洪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如
今能有一套完整的医院感染防控流
程，离不开曹志红的努力。

2月1日，曹志红随首批海南省
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该院后，就通过
加强对医护人员和工勤人员的防护
培训、逐一排查医院内各处感控风险
点、制定感控流程并张贴上墙等措

施，使感控意识深入人心。此外，她
每天都来医院，通过现场指导，或调
取监控视频的方式，监督大家规范执
行勤消毒、严密隔离和随时保持手卫
生等院感流程，堵住疫情在院内散播
的漏洞。

有了规范化的防控保护，即使在
疫情严重、防护物资紧缺、天气寒冷、
人员疲累的艰难时刻，该院的工作人
员没有发生院内交叉感染。

开工前，林贝让同事在自己白色
防护服的背上写下了“加油！”，背对着

记者的镜头比了一个胜利的大拇指，
然后，一脚迈进了通往污染区的大门。

监督完洪湖市第四人民医院的
院感流程后，曹志红又急匆匆赶往当
地另外几家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
院。如今，洪湖市当地的院感专家人
手紧缺，她一个人要负责好几家医院
的院感培训和监督工作，“如果说医
护人员守护患者的健康，那我的工作
就是守护好医护人员的健康，一定要
把他们安安全全带回家。”

（本报洪湖2月22日电）

海南医疗队帮助湖北荆州洪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建立完整规范感染防控流程

层层布防的生命“防护网”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截至2月22日24时，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人数168例，住院人数67例，重症人数8
例，死亡人数4例，出院人数97例。

截至2月22日24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68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