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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

2月3日，已退休的原辽宁省武警总队医院传染病科副
主任医师董捷（右）在澄迈县人民医院应急发热门诊室排查新
冠肺炎疑似病例。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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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奶奶您好！一整箱蔬菜已经
送到小区保安亭了，您一会儿下来取
就行，疫情期间，为了保证您的健康安
全，我就不与您见面了，我们保持电话
联系。”2月 24日一大早，交行一位老
年客户王奶奶就接到交行海南省分行
营业部“爱心送菜小分队”队员的送菜
电话。

王奶奶家住海口，但是家人被困在
外省无法回来，家中只有她和小孙子。

受疫情影响，许多家庭面临着出门买菜
的烦恼，王奶奶没有年轻人照顾，生活更
是有诸多不便。“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帮我解决了买菜难的问题。”得知新鲜蔬
菜已送到小区门口，王奶奶又开心又感
动。

当天是交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爱
心送菜小分队”第八天开展爱心菜运送
活动。每天清晨，小分队队员们早早起
床，载着满满的水果蔬菜出发，戴着口罩

穿街走巷，为客户提供送菜上门服务。
截至2月24日，已为239位客户运送爱
心菜。

“我们专门挑选了本地优质菜品
供应商，精心搭配蔬菜瓜果，希望尽我
们一点力量，让客户吃上放心菜、营养
菜。”交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解决疫情期间无法外出客
户的物资采购问题，营业部专门为年
纪大、身体不便或独居在家的中老年

客户提供免费送菜上门服务，传递满
满的正能量。

携手并肩、共克时艰，一箱箱爱心菜
代表的不仅仅是交行员工对客户的关
心，更体现了交行与客户在疫情面前同
进退的决心。下一步，交行海南省分行
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向客户传递温暖和关
爱，与客户共筑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助
力海南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

海南交行“爱心小分队”免费为中老年客户送菜上门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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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小艳

“董医生，从方舱医院下班后，我按步
骤消毒，但还是有些不放心。”2月21日
22时30分，董捷手机响起，打来电话的
是澄迈县人民医院支援武汉方舱医院的
护士。董捷沟通安慰一番，挂断电话时，
已是23时。要在一个月前，这个时间点
董捷早已关掉手机休息了。

“若是不及时给他们解答，我担心他
们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免疫力变差，还
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董捷说，2月15
日，澄迈县人民医院派出10名医护人员
前往武汉方舱医院施援。这是一支年轻

的队伍，以“80后”“90后”为主。“防疫专
业知识他们都懂，只是面对陌生的环境，
难免会有些紧张和焦虑，我就是那一服
安慰剂。”

今年67岁的董捷，是来澄迈过冬的
“候鸟”老人，曾任辽宁省武警总队医院传
染病科副主任医师，有着30年的传染病
治疗经验。2003年北京等地发生“非典”
疫情时，董捷主动请缨，作为武警部队抗
击“非典”专家组传染病专家之一，坚守一
线救治病人，直至抗击“非典”胜利。董捷
因功绩显著荣立二等功，并被评为武警部
队“非典”防治工作先进个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海南过冬的

董捷主动联系澄迈相关部门，希望协助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1月30日，董捷作为

“候鸟”专家进驻澄迈县人民医院工作，又
一次义无反顾参与抗击疫情。

连日来，董捷经常和澄迈县人民
医院的医生对疑似病例进行会诊；对
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心理疏导；与外省
在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工作的同
学、同事及时沟通共享防护知识……
自上岗以来，董捷不辞辛苦，凭借着丰
富的工作经验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
识，获得了澄迈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的敬重和信任。

“天气冷，洗手后一定要及时擦干，还

要擦护手霜，戴上手套。”武汉的寒冷天气
让澄迈县人民医院派出的几名护士双
手出现皴裂。2月18日20时许，护士们
在微信群里发了手冻伤的照片，董捷及时
给出“妙招”。

“一定要吃早餐。三顿饭不能少，吃
饱了身体好，免疫力才能强。”2月21日6
时许，听说该院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没吃
早餐，董捷劝他们按时吃饭。

从传授防护技术，到提醒饮食起居注
意事项，董捷事无巨细热心相助，为远在
武汉抗疫前线的澄迈医护人员送去温暖
和关爱。

（本报金江2月24日电）

群英谱战“疫”一线

在琼“候鸟”董捷：

退休专家“智”援一线医护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特约记者 陈涛 通讯员 潘彤彤

今年春节前夕，疫情突如其来，琼州
海峡疫情防控和春运叠加，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一个多月来，省海峡办党支部书
记、主任张冠桥和他的“战友”们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守好琼州海峡天然屏障，在
保障旅客出行需求的同时尽最大努力阻
止疫情输入岛内。

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20时，忙
了一天的张冠桥刚赶回家准备陪父母吃
晚饭。手机铃声响起——“12辆湖北号
牌车辆从对岸广东徐闻海安港乘船，马上
就要到达海口新海港。”

接到防控命令后，张冠桥立即放下筷
子，和同事们火速赶到了新海港。此时，
乘坐12辆小车的51名湖北籍乘客，已经
全部抵达新海港。他们当中既有老人又
有小孩，听闻不能前往海南各市县目的
地，很多人情绪失控。

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张冠桥带头
上前细致耐心地安抚乘客情绪，考虑到他
们旅途劳顿，先为这批乘客送上热水和食
物，又紧急联系秀英区政府及相关部门，
耐心向乘客解释海南的防疫政策，最终获
得了这批乘客的理解。张冠桥将这批乘
客送到定点酒店隔离，离开时已是次日凌
晨1时许。

近一个多月来，张冠桥和省海峡办的

其他工作人员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不喊苦不喊累。“每天接触上万名过海旅
客，每天都看到有疑似病例被接走隔
离。”张冠桥说，虽然被感染的风险大，但
守好过海通道就是海南交通人的职责。

除了防控疫情，张冠桥和同事们还要
保障琼州海峡通道的畅通。2月1日12
时30分，11辆载满冬季瓜菜的货车从三
亚启程，疾驰数百公里后在海口秀英港登
上凤凰岭客滚船，准备开往武汉。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党组部署，张冠桥
和同事们积极协调海事、广东省海峡办及
港航等部门，为这些车辆办理进出岛手
续，保障应急物资和重要生活生产物资的
运输。

“从早忙到晚，最近没睡过一个安稳
觉。”参加疫情防控以来，张冠桥的手机铃
声总是响个不停，安排船舶运力、指导车
辆上船、跟踪服务，都是他的分内事。1
月26日下午，女儿发来视频，张冠桥不敢
接也无暇接。女儿只好发来微信信息：

“爸，我们等您回家吃饭。”一瞬间，他眼眶
红了。“女儿在外地工作，一年也就回来这
么几天，很想多陪陪她，吃顿团圆饭。”张
冠桥说。

但张冠桥也知道，自己在港口接触的
人太多，为了避免家人被感染，他最好暂
时不要回家。更重要的是，他身为一名党
员，必须守住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

■ 本报记者 袁宇

“穿上防护服，我就是守护救治病人
的白衣战士。这场战斗我们必胜！”近日，
在湖北省荆州市中医医院隔离病区，来自
中国干细胞集团海南博鳌附属医院的琼
海籍“00后”护士陈玉婷庄重地向海南省
第四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在荆州的临
时党支部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陈玉婷是海南省第四批支援湖北抗
疫医疗队中年龄最小的医疗志愿者。“疫
情刚出现没多久，我就写下了请战书，希
望能加入第一批驰援湖北疫区的队伍。”
陈玉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遗憾的是那次
没被选上。2月13日，她再次申请赴湖
北疫区工作，最终如愿。

2月24日，是陈玉婷到湖北后投入

“战斗”的第七天。在隔离病区的工作
模式与陈玉婷之前的工作模式截然不
同。她必须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行动十
分不便。

“在疫区，每一套防护服都是紧缺
物资。”陈玉婷说，为节省防护用品，每
天穿着纸尿裤、防护服进入隔离病区
后，连续工作6到7个小时，下班后才脱
下防护服。

凌晨值班时，隔离病区温度很低，陈
玉婷本就有些敏感的鼻子出现鼻塞的状
况，紧勒在脸上的N95口罩让呼吸变得
困难，她必须保持低头的姿势才能勉强让
呼吸通畅些。低着头查完隔离病区所有
病房，确认每一位病人都已安然入睡，陈
玉婷才能放心去做其他工作。

“疫情期间医院人手有限，除本职工

作外还有许多活要干。”陈玉婷说，除了要
配合医生承担相应的护理任务，她还要做
好隔离病区的感染控制工作，经常消毒，
对医疗物资进行管理。

每天取下护目镜和口罩，陈玉婷的脸
上都能看到深深的印痕。尽管工作强度
很大，但她却从未有过退缩的想法。她
说：“我的父亲是参加过98年湖北抗洪的
军人，我请战来疫区得到了他的全力支
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抗洪故事，如今他
的故事激励着我，再苦再难，我也要坚持
到胜利的那天。”

荆州市中医医院提供的伙食相对简
单，陈玉婷却不挑剔。她说，吃饭管热管
饱就很满意了。只有2年从业经历的她
把此行所有的辛苦当作历练，当作提升自
己护理技能的机会。

团队离开海南前，理发师给每名医疗
队队员理发。当心爱的长发飘落在地，她
笑呵呵地说：“为了救治患者，这点牺牲不
算什么。”

陈玉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当看到
病患无助的眼神，她就会想起父亲送行时
鼓励的话，“他说，过去他是战士，我现在
也是战士，他以我为荣。作为医疗卫生领
域的战士，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
们不能退。”

在湖北疫区奋战了一周，虽然每天下
班都很累，但回到宿舍看到同事、亲友发
来的问候信息，陈玉婷就感到充满了力
量。她说，很开心有一群人在背后默默支
持自己，“我来湖北支援，家人都非常自
豪。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疫情早点
结束。” （本报嘉积2月24日电）

省海峡办党支部书记、主任张冠桥：

“狠心”父亲守好过海通道

“00后”护士陈玉婷主动请缨赴湖北抗疫，其父曾参加98年湖北抗洪

上阵父女兵：“敌人 不同 使命相同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特约记者 张振豪 通讯员 王基辉

“将旅客安全转运，筑牢疫情防线，是
我们的责任。”朱亮是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
兰机场海关旅检四科党支部书记，1月24
日（农历除夕）以来，他经常忙得没时间回
家。他发挥支部书记的示范带动作用，一
有航班监管任务，总是第一时间赶赴卫生
检疫一线靠前指挥，主动对接机场、急救中
心等单位，确保顺利完成重点旅客信息获
取、转诊救治、转运留观、现场应急等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海口美兰机场
海关旅检四科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坚

决筑牢国门检疫防线。1月27日，刘微、罗
旭、江招霞等3名同志刚到旅检四科报到，朱
亮将他们临时编入旅检四科党支部，鼓励他
们发挥所长，在防控一线担当作为。

唐盛俊，去年12月刚从部队的医务
岗位转业到海口美兰机场海关旅检四科
工作，转业前曾参与过部队的许多重大演
训任务。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在
安慰好落户海口不久、人生地不熟的妻儿
后，毅然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他扎实
做好登机检疫、健康卡收取、医学巡查和
排查等工作。2月14日，妻子发来微信：

“老公防疫辛苦了，等你回来，我们再过情
人节，答应我，一定要注意安全。”他充满

愧疚地给妻子回复：“把关抗‘疫’，既是守
护我们的小家，也是守护祖国这个大家，
等疫情结束，我们天天都过情人节！”

张远航是旅检四科党支部最年轻的
党员，已在旅检卫生检疫岗位上工作了
11个年头，主要承担对有症状旅客的医
学标本采样、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春节
是美兰口岸旅客进出境的高峰期，每天体
温监测、医学排查的工作量都很大，他打
起十二分精神仔细排查，尽最大努力做到
不漏掉一个疑似病例。今年春节至今，他
经常一站就是一天。他说：“作为一名党
员，必须冲锋在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防
止疫情的输入和传出。”

旅检四科党支部还有多名有担当的
“战士”：蒙海东患有心脏病一直在用药，
但当他得知科里卫生检疫岗人手紧缺时，
主动要求从行李物品查验岗调整到卫生
检疫岗上班；李瑛的丈夫在洋浦经济开发
区工作，她一个人要照顾双方老人，但她
从未因此请过一次假；孔璇身体免疫力较
弱容易生病，却主动充当“机动应急员”的
角色，哪里缺人就出现在哪里。

1月24日至2月18日，以旅检四科
为代表的海口美兰机场海关人共监管进
出境航班361架次，检疫进出境人员3.57
万余人次，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全力以
赴守好国门！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

海口美兰机场海关旅检四科党支部:

国门卫士冲锋战“疫”一线

近日，张冠桥（右二）和同事在海口市秀英港检查疫情
防控工作。 通讯员 朱明萍 摄

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现场关员（右）为旅客
测量体温。 （海口海关供图）

陈玉婷在湖北省荆州市中医医院隔离病区。
（中国干细胞集团海南博鳌附属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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