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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在湖北省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海南支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部医疗救治专
家组现场会诊新冠肺炎患者。 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琼鄂同心 共抗疫情

“有机会去湖北支援，我
一定上！”

2月4日凌晨，一条信息把陈锦王的
睡意打消了——武汉疫情告急，省里正在
召集组建援助湖北抗疫医疗队，准备于当
天下午赴汉支援。

这是继我省首批援助湖北省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医疗队、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后，我省向湖
北派出的第三批医疗卫生人员。而这
支医疗队伍将由100名具有丰富的医
护经验的护士组成。

陈锦王没有犹豫，也没来得及跟家
人商量，当即就向领导递交了报名申
请。与此同时，海南省中医院儿科护士
陈小妹也报名参加了医疗队。此时的
她对陈锦王而言既是女友、更是战友
——2月4日下午，她和陈锦王同时赶
赴武汉，并于2月5日深夜接受培训，第
一批进入江汉方舱医院工作。

“对他的决定，我一点都不意外。
疫情刚刚发生时，他就跟我说过，‘如果
有机会去湖北支援，我一定上！’”陈小
妹说，陈锦王知道此去风险重重、困难
重重，所以舍不得她同去，“但我其实也
早就下定了决心，作为一名医务工作
者，抗击疫情是我们的责任，能被选进
医疗队更是一种荣誉！何况，我们俩一
起去武汉，互相还有个照应。”

陈锦王的哥哥、海南医学院教师陈
锦龙说，弟弟去支援武汉，是下定了决
心的。因为父母年纪较大且身体不好，
他怕父母担心或反对，还请哥哥替他保
守这个秘密，要“先斩后奏”。

海南省中医院手术室护士长冯秋
颜是陈锦王的直接领导。共事多年，她
对陈锦王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医疗队并
不意外：“兼任手术室泌尿、腔镜、妇产
科专科组长，陈锦王平时的工作强度
大、压力大、专业性强，通宵值班或参加
手术都是常有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有
疑难病例接受手术，只要他有时间都会
请战上台。”

在她看来，陈锦王是个特别上进的
小伙子，从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到海南

省中医院工作后，他又进入海南医学院
学习并考取了本科学位，平时只要有外
出学习、进修的机会也都会积极争取参
加。工作之余，他还主动研究手术室的
各类仪器，不仅对它们的使用方法烂熟
于心，还会在仪器出现故障时进行简单
维修。

陈锦龙介绍，自己在海南医学院教
授病原生物学课程，里面涉及不少无菌操
作等方面的知识，弟弟经常向他请教，还会
把自己抽时间撰写的学术论文交给他指
导，“弟弟说，男生当护士照顾病患，没什么
不好意思的。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
一心一意干好。”

1人护理40多人，忙得
“脚不沾地”

2月5日晚上，江汉方舱医院开始
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接到紧急通
知，海南省第三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
立即组织了12名队员进舱工作，陈锦
王和陈小妹都在其中。

海南省第三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
队领队、海南省中医院护士长张玲介
绍，进舱后，陈锦王等人负责一楼东厅
5到16病区的护理工作。从2月6日
零点到 9 点，他们一共收治了近 600
名患者。

因为防护服紧缺且穿脱程序复杂，
他们不敢吃、不敢喝也不敢上厕所。紧
紧箍在头上的口罩、护目镜更是勒得每
个人都呼吸不畅、胸闷恶心，出舱的时
候几近虚脱，彼此之间相顾无言。

之后的半个多月里，他们每个班组
只安排10个人，最忙的时候要负责管
理412个病床，平均每位护士护理40多
位患者，非常辛苦。尽管如此，大家都
对患者尽心尽责，除了新冠肺炎本身的
救治、护理工作之外，还主动帮助病人
缓解紧张情绪、治疗基础疾病。

“只要是患者提出的问题，我们都
尽量答复；只要是患者提出的要求，我
们都尽量满足。否则，患者陷入焦虑，
将更不利于病情恢复。”陈小妹说，尽管
防护服把每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但因
为自小相识，她通过身形和眼睛就能辨

认出陈锦王。值班时，她偶尔会经过男
友身边，每每那时，他要不是在做护理
工作，就是在帮患者领物资、送盒饭、打
开水，或者教患者通过做穴位按摩等方
式缓解身体不适。

“他还会不厌其烦地给患者解答问
题或者陪患者聊天放松。要知道，将近
10个小时滴水不进，还要这样一直讲
话、一直微笑，真的很难受。”陈小妹记
得，有一天陈锦王的护目镜出现了问
题，一边眼睛被水雾完全遮挡了视线，
可他还是坚持靠着另一只眼睛做完了
所有工作，“大家都笑话他当了一天的

‘独眼龙’，可他满心想着刚刚收治的病
人，话锋一转就聊起了工作。”

江汉方舱医院的很多患者对元宵
节海南省第三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
拍摄的一段视频印象深刻。视频里，大
家用各自的心声送上对患者、对家国的
深深祝福。其中，陈锦王对患者们说
道：“‘你安好，我便无恙’，让我们彼此

祝福、相互加油，共同守护好家的阵
地！”

出现症状后，他又坚持
工作将近一周

高强度的工作消耗着陈锦王的身
体。但因为自己是医疗队里为数不多
的男护士，又有着将近10年的手术室
工作经验，他一直坚持冲在最前面。

陈小妹回忆，早在2月16日，陈锦
王就开始感觉头痛：“那天他正常上班，
大家都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严重，只觉
得他是因为长时间护理患者或伏案整
理病例引发了颈椎不适。”

得知陈锦王身体不适，张玲立即协
调保健医生为他进行理疗，并安排他次
日休息。2月19日，感觉症状有所缓解
的陈锦王又再次回到江汉方舱医院，投
入了紧张的护理工作。

陈小妹清楚地记得，那天陈锦王上

的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的中班。“我
们10个人要给100多名患者抽血，要
采集60多名患者的咽拭子，中途还要
给病人护理、发药、答疑解惑等，可以
说是忙到‘脚不沾地’。下班时间到
了，大家都默契地选择了加班，一直忙
到9点多才收工，为的就是不把工作留
给下一班组。”

到了2月21日下午，陈锦王再次感
觉头痛，这回还并发头晕、手脚发麻、恶
心呕吐等症状，被安排在住地酒店休
息。2月22日凌晨3点，陈小妹值班回
到酒店，发现陈锦王刚刚发来短信询问
她的洗漱情况。

“我们每天都要询问对方回房间后
有没有立即洗漱，因为这也是做好自我
防护的重要程序。”陈小妹说，收到信息
后，她问陈锦王怎么还没休息，他回复：

“实在太难受了，睡不着。”
怕给大家添麻烦，陈锦王又坚持了

一天，直到2月22日下午，他才向张玲

提出想独自到医院就诊的请求。张玲
正轮班休息，闻言便立即带他到协和医
院做了相关检查，才发现他左侧大脑中
动脉囊状动脉瘤已经破裂出血，需要立
即手术。

英雄病情令人揪心，各
界关怀令人暖心

2月23日凌晨，好消息从协和医院
传来——陈锦王的手术顺利完成，术后
神志清楚，四肢活动正常，生命体征平
稳。“他从手术室出来之后是清醒的，进
重症监护室前还跟我们打了个招呼，简
单交流了几句，主要意思是让我们放心
回去工作。”陈小妹说，目前，陈锦王正
由前方指挥部武汉工作组加强照护，术
后复查如无再出血或者继发性梗塞，则
可转至普通病房继续治疗康复。

“我们的同事群里都‘炸开了锅’，
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很多医生上台
手术都指定让他配合。”冯秋颜说，陈锦
王才27岁，性格开朗，身体也好，平时
医院组织的文艺晚会和团建活动等等，
都少不了他唱歌、跳舞的活跃身影，“我
们都相信他一定可以好起来，期盼很快
能再一次听到他的歌声！”

目前在湖北省荆州市支援疫情防
控工作的海南省第四批支援湖北抗疫
医疗队队员、海口市人民医院护士高顺
说：“我们一方面为陈锦王的病情担忧，
一方面也为他感到自豪！来湖北，我们
是在与各地医务工作者一起，打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是为了信仰和誓言在奋
斗！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他付出了他
的努力、兑现了他的誓言。我们将以他
为榜样，坚持奋战在抗疫一线，直到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陈锦王病发的新闻经媒体发布后，
也在海南全省上下引发了强烈关注，大
家纷纷转发消息为他加油。网友清风
伴酒发表评论：“16日开始感觉不适，还
坚持工作到22日才接受手术，这需要
多大的毅力啊！”网友杜老师看到手术
顺利的消息后长舒了一口气：“祝英雄
早日康复，出病房后就回家来！”还有更
多网友为陈锦王及他的战友们祈福、打
气：“海南医务工作者一定要一个也不
能少地回来！”“900多万海南人民是你
坚强的后盾！”……

“弟弟的病情让我们揪心，但各级
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也让我们放心、
暖心。”得知陈锦王已经在前线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陈锦龙感到欣慰，“他是
真的长大了，懂得担当了。我们全家
人都对他充满信心，相信他一定会挺
过这次难关！”

“我不后悔让他去湖北支援，作为
父亲，我永远支持他！”陈锦王的父亲陈
泽波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人微红
的双眼，流露着牵挂，也写满了自豪。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码上读

扫码看救治陈锦王
的视频报道

剪辑/李玮竞
图片视频由海南
支援湖北抗疫医
疗队提供

因左侧大
脑中动脉囊状
动脉瘤破裂出
血，海南支援湖
北抗疫医疗队
队员陈锦王 2
月22日晚被送
往武汉当地医
院救治。左图
为手术前，陈锦
王对队友招手。

本报文城2月23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2月23日上午，
受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沈晓明的委
托，省卫健委，文昌市委、市政府，以及
省中医院负责人赴文昌市锦山镇慰问
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员陈锦王的家
属。

据悉，陈锦王是文昌市锦山镇
人，在海南省中医院当护理师，是我
省第三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
员。他进驻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工作
之后，曾先后出现头痛头晕，22日下
午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检查，发现左侧大脑中动脉

囊状动脉瘤破裂出血。
23日凌晨，陈锦王的手术顺利完

成，术后神志清楚，四肢活动正常，生命
体征平稳。目前，由前方指挥部武汉工
作组加强照护。

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表示，文昌
市委、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强与协和医
院、省相关部门的协调对接，竭尽全
力做好陈锦王的康复工作，叮嘱其家
属要放宽心，做好自我防护，照顾好
家庭。文昌市各有关部门将切实关
心陈锦王家属，帮助他们解决生活、
工作、家庭中的困难，全方位做好后
勤保障工作。

省卫健委文昌市
慰问陈锦王家属

本报荆州2月23日电（特派记者
孙婧）因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2月22
日23时许，海南省第三批支援湖北抗
疫医疗队队员陈锦王在武汉当地医院
接受手术。“目前手术顺利，他的生命体
征平稳、神志清楚，先观察24小时到48
小时，情况良好后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2月23日凌晨，从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
护士那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所有人松了
一口气。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支援湖北
抗疫前方指挥部了解到，陈锦王所在

的海南医疗队，是在武汉市江汉方舱
医院2月5日投入使用后，首批进驻开
展轻症患者收治和护理工作的医务工
作者。

2月15日，27岁的陈锦王曾出现过
头痛的症状，21日17时，他再次感到头
痛和头晕。22日，在医疗队负责人与队
友的陪同下，陈锦王到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查头颅
CTA，发现左侧大脑中动脉囊状动脉瘤
破裂出血，出血范围约1.2x1.1厘米。

陈锦王的手术医生、协和医院神经
外科主任医师胡学斌说：“22日 19时

许，医院组织会诊，考虑到这个小伙子
出血量较少，人还清醒，四肢活动正常，
经过严密的医疗讨论，决定先采取微创
治疗。”23时许，医生开始为陈锦王进行
手术，历经1个小时顺利完成。

“陈锦王接受的血管内栓塞微创手
术治疗，是经股动脉插管，微导管进入
动脉瘤，弹簧圈栓塞动脉瘤。这种手术
操作损伤小，恢复快。术后还要严密观
察病情变化，预防脑血管痉挛发生发
展，术后24小时到48小时复查CT，如
果不发生严重并发症，术后7天左右可
以转到普通病房，进一步康复治疗。”前

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医疗组专家、海南
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建农表示。

同时，协和医院还对陈锦王进行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

海南省支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部
总指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志远要
求武汉工作组，加强对陈锦王的术后照
护，并嘱咐全体海南医疗队队员注意劳
逸结合，保持身心健康。

24日，陆志远还将前往武汉看望陈
锦王，并走访慰问海南支援武汉一线的
医务人员,同时将研究如何更合理地安
排一线医务人员轮休的问题。

陈锦王经手术治疗病情好转

本报荆州2月23日电（特派记者
孙婧 通讯员田国刚）2月23日，在湖北
省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海
南省支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部专家组
4名成员，首次开展现场巡诊，将陆续
在海南医疗队驻点荆州市的8家医院
全面铺开，切实帮助在此抗疫的海南医
疗队提高诊疗规范性、让患者得到更精
准化的治疗。

“光看患者的片子，好像还挺严
重，但跟他第一次的片子比，其实是在

好转的，建议停掉抗病毒药物，让患者
用自己的免疫力。”“这个患者的片子
没什么问题，可以排除新冠肺炎疑似，
尽快解除隔离让她出院。”……在荆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专家组
组长、海口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李景辉指着电脑上的肺部CT
片，与医生们分析患者病情，并修正治
疗方案。

与他一同来巡诊的专家组成员，还
有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杨远征、海口市人民医院呼吸科
主任欧宗兴和海南省肿瘤医院呼吸科
主任邓春。

目前，海南派出的 7 批医疗队
863 名医护人员中，有 278 人奋战在
海南省对口支援的湖北省荆州市8家
医院。

荆州市副市长孙玉秋表示，海南和
广东医疗队的援助，为荆州市控制疫
情，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
病亡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我省4名专家开始巡诊荆州8家医院
保证患者得到更精准化治疗

省第三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员陈锦王因病倒在抗疫前线，目前正在各方协力下得到积极救治

战地黄花分外香 祈愿英雄平安归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孙婧

2月23日上午，海南人的朋友圈被一则消息刷了屏——海南省第三
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员、海南省中医院护理师陈锦王突发重疾，第一
时间得到各方全力救治，目前手术顺利，情况平稳。

2月4日进驻湖北省武汉市江汉方舱医院工作以来，陈锦王曾两次出
现头痛、呕吐等症状，但仍坚持奋战在抗疫一线。直到2月22日下午，他
因症状加重被送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查，被诊断
为左侧大脑中动脉囊状动脉瘤破裂出血，并立即接受了手术。

“一定要平安归来！”“我们在等你回家！”一条条炽热的祝福涌向这位
素不相识的医务工作者，全省人民都在期盼英雄早日康复、平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