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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2020年统一战线领域
深化改革工作调研座谈会召开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昂颖 特约记者
何光兴）3月20日下午，我省2020年统一战线领
域深化改革工作调研座谈会在海口召开。会议传
达了3月11日省委深改委暨自贸区（港）工委会
议精神，书面通报了2019年全省统战系统改革情
况，审议并原则通过了《2020年全省统战领域改
革清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统战领域深化改革
工作有关事项和重点工作。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在省委高度重视和直接

领导下，我省统一战线改革获得重要突破，大统战
格局初步形成，机构改革“物理效应”已经释放，

“化学效应”有待深挖。2020年，我省统战领域改
革工作要从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使命新任
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需求、机构改革构建大统战
新格局的运行、去年改革取得成效和存在问题、完
成今年统战工作任务的艰巨性等五个方面出发，
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统一战线领域改
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在听取与会同志讨论发言后，肖杰强调，全省
统一战线领域各单位一定要围绕建设海南自贸港
这个中心大局，深入调查研究，加强沟通协调，围
绕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助力自贸港建设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大统战新格局、“十大加强创新”
重点工作、防范化解风险等五大着力点抓好改
革。在推进重点改革工作中，各单位要实施好已
批准的改革事项，总结提升已初有成果的改革案
例，策划实施一批新的改革项目，宣传推广改革创
新成果和先进典型，将改革落实贯穿到统战工作
的全过程、各个方面，为全省深化改革发挥“统战
作用”，贡献“统战担当”。

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海南省委会主委蒙晓灵
应邀列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人大的贡献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尤梦瑜）3月20
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3月18日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精神及省委常委会落实部署，研究省
人大常委会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了3月16日省
委深改委暨自贸区（港）工委会议精神，3月17日
省委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精神，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研究贯彻相关
意见。

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要筑牢防
范境外疫情输入防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要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不松劲，为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提供法治保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
坚目标的实现；要深化对自贸港相关政策的研究，
探索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快推进自贸港早期各
项工作；要结合省人大的立法、监督、代表等方面
工作，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推动海南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体系等改革逐步完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有关事项。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许

俊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西
庆，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光辉、林北川、关进平，党
组成员、秘书长林泽锋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康耀红列席会议。

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
挂牌成立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鄯晋晓）3月20日上午，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
中心（以下简称促进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南大厦
举行。

据悉，该促进中心是按照省政府的部署，由省
工信厅举办，省财政厅、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共同参与发起，在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登记设立，以社会公益为目的，按照非
营利性规则从事新能源汽车科技等相关活动的事
业单位。

据了解，促进中心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开展
全省新能源汽车相关标准和规划布局等的前
期研究、组织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指导新能
源汽车相关平台正常运作、对外交流合作以及
承担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秘
书处职责、推动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项目
落地等。

促进中心成立后，将立足海南、面向全球、着
眼未来，结合海南得天独厚的区位、环境、能源及
应用等优势，深入落实《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
规划》，积极探索自贸区框架下的开放性经济发展
新机制、新模式、新途径，为“绿色智慧出行新海
南”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化服务，打造政企对接桥
梁，成为加快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及产业发展的
有力支撑平台。

副省长沈丹阳参加仪式并揭牌，仪式后，共同
参观了海南省充电基础设施信息管理平台。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孙婧

荆州长相送，海南盼君归。继3
月17日258名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平安归来，3月20日，我省第一批和
第四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248名
队员乘包机返回三亚。

当天16时10分、16时20分，海
航HU8002、HU8006航班缓缓驶入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停机坪。“欢迎海
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回家。”“最美
逆行者，你们是最棒的！”“你们辛苦
了，好好休息。”随着医疗队队员们陆
续走出机舱，欢迎的队伍中响起阵阵
掌声，口号声响彻机场上空。2020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吉祥物“亚
亚”也出现在欢迎队伍中，吸引了医
疗队员们前来合影留念。

我省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
队队员、三亚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治医师陈亮将近两个月没
见到女儿，如今回到三亚，他最想抱
抱女儿。“虽然还需集中休养，但是离
女儿更近了，心情十分开心。想亲口
和女儿说，爸爸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陈亮说。

“爸爸，我已经安全抵达三亚了，
请您放心。”海南第一批支援湖北抗
疫医疗队队员、三亚中心医院重症医

学科护士邓萍第一时间向家里报平
安。执行医疗援助任务期间，邓萍的
父亲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在海南省支
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部、海南省人民
医院、三亚中心医院等多方协助下，
她的父亲及时得到救治，并平安出
院。“期待回家吃团圆饭的那天。”邓
萍说。

“多亏了爱人和父母照顾家里，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来年春天，我想
带他们到湖北玩，看看桃花山、长江
水，看看这个我曾经战斗过的美丽城
市。”海南支援湖北荆州医疗队石首
小分队队长、海口市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邓超说。支援期间，在人
员少、设备缺、医护经验不足的条件
下，海南支援湖北荆州医疗队石首小
分队对4名危重症患者实行气管插
管俯卧位通气治疗，还实施了床边
CRRT、床边超声、深静脉穿刺等颇
具感染风险的抢救操作，尽一切可能
积极救治患者。他们支援的石首市
中医院也因此成为同时期荆州地区
实行气管插管有创通气最多的救治
医院。

去时无畏，归来无恙。“作为三亚
市人民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我
将全体队员一个不落地、平安地、健
康地带回，完满地完成任务。”我省第

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员、三亚
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王
彬激动地说。

据悉，疫情发生以来，海南共派
出7支医疗队864人支援湖北，今天
共有第一批和第四批医疗队248名

队员返琼。自1月30日以来，第一
批和第四批医疗队累计管理14家医
院（接管4家，参与管理10家），累计
管理患者971人，累计治愈确诊新冠
肺炎患者344例，期间没有一名队员
被感染，全员健康平安归来。

骑警开道、专车护送、沿途欢迎
……所有的礼遇，都献给了在最危险
的地方战斗过的勇士，他们将进行为
期14天的短期休养，以更好的状态回
到岗位上。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

战士返回家乡 天涯阳光正好
——海南第一批和第四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返琼侧记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3月19日，一段名为“一副援鄂护
士的眼镜”的小视频感动了亿万网友，
冲上了新浪微博热搜榜。而这副眼镜
的主人，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以下简
称海口四院）ICU重症医学科护士吴
强当时正在家乡海口市的隔离酒店里
吃着自己最爱的粉汤。她的手边，就
放着那副被消毒花了的近视眼镜。

2月初，科室征询护士援鄂意见
时，“90后”吴强第一个报了名。2月
4日，她便作为海口四院首批支援湖
北新冠肺炎护理专业医疗队队员之
一，随队一起飞赴武汉，进入江汉方
舱医院工作。

“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还在读
初中，看到电视里触目惊心的场景，
我特别想去现场帮忙，救死扶伤，”说
起当初报名的原因，吴强的语气十分
坚定，“现在真的到了国家需要我的
时候，我肯定要去！一定要去！”

与其他同事相比，吴强有个劣
势：双眼高度近视，约达600度。“戴
眼镜就多了层压迫，而且一个班次6
个小时戴下来很难受；但是不戴的
话，很难全力以赴工作，更别提抽血
等精细活儿了。”

不说活儿的粗细，单看庞大的工
作量，吴强就不会舍得因为一副眼镜
而浪费一分一秒：江汉方舱医院是武

汉开放床位最多、累计收治患者最
多、累计出院人数最多的方舱医院。
海口四院的这支护理医疗队在此负
责的床位最多时候达400多张，这就
意味着一个护理人员至少要照看40
名患者，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吴
强必须拿出最佳状态投入其中。

但是，佩戴眼镜又带来了另一个
问题：消毒。防护服用完可以扔，护
目镜用完可以丢，近视眼镜却只有一
副，吴强只能自己消毒。

起初，消毒物资紧缺，吴强就拿
开水烫，“先在医院用洗手液清洗一
遍，回到酒店后，再用开水烫泡”，后
来，物资补给跟上了，吴强才舍得用
消毒液或酒精，“在医院里先用酒精
喷一遍，回到酒店后，再用酒精或消
毒液浸泡30分钟”。说到这里，吴强
笑了：“有时候太累了，泡着泡着，人
就睡着了，眼镜就在里头泡了一夜。”

在江汉方舱医院的34天，这副半
年前刚配的崭新眼镜每天都饱受吴强

“折磨”，很快就不行了：镜片花了，鼻托
掉了，镜腿裂了，吴强工作起来更难
了。但是，她怕麻烦已经关门的眼镜
店，更不想他人为了给自己配眼镜而
增加感染的风险，就一直戴着这副残
破的眼镜撑到了江汉方舱医院休舱。

“除了镜片花之外，关键是更容易
起雾。”眼镜废了吴强不心疼，只觉得
近视让自己工作更麻烦了。每次上班

前，她就学着网上的办法，用洗手液或
沐浴露擦几遍镜片，“这样一来，镜片
起雾的情况好一些了，但是每天拿这
些东西抹它，它又更花了”。当时的窘
境如今想起来只让吴强觉得好笑，“怎
么样都做不到两全其美”。

3月17日，海口四院的护理医疗
队返琼。“离开武汉的时候，天啊，对
面小区的居民都站在阳台上跟我们
告别”，说起那天的场景，这位“90
后”一连用了好几个“天啊”，惊喜之
情从电话线那端清晰地传了过来，

“特别感动”。
“经过了这件事情后，我更热爱

这个职业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
作为医护人员，可以到一线去，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吴强说，隔离结束
后，自己就得赶紧去配新眼镜了。至
于这副坏掉的眼镜，她告诉记者：“今
天下午省博物馆已经取走收藏。”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19日12时-3月2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6

10

12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1

23

16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ICU重症医学科护士吴强

眼镜知道你 一直在战斗

⬆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ICU重症医学科护士吴强。

⬅ 吴强的“抗疫眼镜”被省博物馆纳为战疫征集品。
(两张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3月20日，湖北省荆州市，海南支援湖北的第一批和第四批医疗队共248人开始返程，荆州市警察、医护人员手拉
暖心横幅，行人驻足挥手，沿途执勤民警立正敬礼，送别海南白衣战士。 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特派记者 孙婧

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到天
涯。2020年春分这天，结束支援湖
北抗疫的任务后，海南省支援湖北荆
州抗疫的248名医护人员，终于卸下
了厚重衣裤，在欢声笑语中飞回朝思
暮想的海南。

1月27日，第一批海南支援湖北
抗疫医疗队从海口出发，前往海南省
对口支援的荆州市。其中有一支医
疗小分队进入荆州市疫情最重的洪
湖市。这支只有29人的“先遣军”，
经历了洪湖疫情的至暗时刻，也亲历
了太多难忘的抗疫故事。

后来，随着陆续的调防补充，海
南援洪医疗队人数增加到94人，回
望在异乡抗疫的这53天，他们究竟
经历了什么？

创造条件去战斗

“正月初三，洪湖就有上百人确
诊，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从医护
人员到医疗资源全面告急，仅凭我们
自己的力量，难以抵御。”荆州市委常
委、洪湖市委书记张远梅说。

1月28日，作为抵达洪湖市的第

一支外省医疗队，海南省首批支援洪
湖疫情防控医疗队的29名医护人
员，兵分两路，进入洪湖市人民医院
和洪湖市血吸虫病防治专科医院（以
下简称洪湖市血防医院）。两天后，
这两家定点医院就住满了患者。

物资和装备不够怎么办？为了
抢救患者，海南医疗队想尽办法，调
来家用无创呼吸机，就马上用上；为
减少防护用品消耗，队员们一工作就
是8个小时，最长的在岗13.5小时。
三亚市人民医院护士长林贝被消毒
水气味刺激到涕泪直流，为了不浪费
口罩，硬是忍着鼻涕淹到下巴的不
堪，坚持到下班。

做好自身防护怎么办？队员们
买来文件袋自制防护面屏，用雨衣充
作加强防护服，在KN95口罩外加一
层医用外科口罩，想尽一切办法保护
好自己。

医院隔离区存在院感漏洞如何
解决？海南医疗队院感专家、三亚市
人民医院院感科副主任曹志红化身

“找茬王”，监督“三区两通道”的整
改、培训当地医务人员、评估防护物
资的质量、制定消毒防护流程、监督
医务人员换装操作……生生把自己
忙成了陀螺。

此外还有重新规范诊疗和护理指
南、重建工作和交接班流程、手把手指
导当地护士护理重症患者……海南医
疗队这支“空降兵”，以不到30人的力
量，带动当地医护人员抗击疫情。

患者那一鞠躬直击心灵

抗疫期间，海南后方的各个渠
道，不断给前线寄来防护物资和营养
补给，而队员们却将自己的水果、牛
奶、面包、零食、营养粉，毫不吝惜地
分享给患者。

队员们变着花样为患者疏导身
心压力。海南援洪医疗队护理组总
护士长、海南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
ICU护士长李清月带领着张屏、柳媛
媛、杨志佳、朱桂林、刘启慧等队员，
从策划、拍摄到剪辑，制作出肺力操
宣教视频，指导患者们跟着视频做
操，放松身心的同时提高肺部抵抗
力，促进肺功能恢复。

这些细心的护理和陪伴，也产生
了最直接的影响——越来越多患者
治愈出院，最多时洪湖市血防医院一
天出院了28人。

有一名老奶奶出院时舍不得走，
拉着三亚市人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

护护士陈凤梅的手念叨着：“你们对
我太好了，儿子都没你们好！”

洪湖市血防医院隔离病区的监
控镜头，还拍到令人震撼的一幕。2
月18日晚，患者李卫清出院前，默默
对着护士站深鞠了一躬。

李卫清住院20多天里，有着太
多的感动。“我隔壁是个生活不能自
理的重症患者，海南的护士喂他吃饭
喝水，帮他擦洗身子，换尿布，看得我
眼泪都留下来。”李卫清激动地说，海
南的护士们都很年轻，是家里的娇宝
宝，不顾危险来照顾洪湖患者。

李卫清也许不知道，自己的这一
举动，给了海南医疗队员们很大的鼓
舞。“这是直击心灵的一幕，我不断想
起这个画面，提醒我们是谁，我们该
做什么。”三亚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副主任张雪海感慨地说。

英雄的土地迎来春天

经过半个月的苦战，首批支援洪
湖的海南医疗队，终于迎来了增援力
量。2月15日起，包括第四批海南省
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在内，陆续有多
支海南医疗小分队从各方调防洪湖，
队员达到94人。

充足的人手，进一步缓解了医护
人员的救治压力。海南医疗队全部
接管了洪湖市血防医院，并对该市另
外3家医疗收治点和8家乡镇基层医
疗机构开展巡诊和疾控工作。

“希望能借用‘农村包围城市’的
战术，在乡镇基层防控疫情，堵住源
头，把患者、专家、资源都集中在城市
定点医院里，缩小包围圈，吹响抗疫
反攻的号角。”海南援洪医疗队队长、
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陈涛说。

3月15日上午，目送最后一位新
冠肺炎治愈患者出院，海南医疗队接
管的洪湖市血防医院彻底“清零”。
援洪抗疫期间，海南医疗队先后在两
家定点收治医院管理患者273人。

在战争年代，洪湖这片土地诞生
出了洪湖赤卫队这样英雄的队伍。
在新时代抗疫战中，海南白衣战士千
里驰援，与洪湖医护组成一支“新洪
湖赤卫队”，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诠
释了医者仁心的奉献与担当。

3月20日，在海南支援荆州医疗
队撤走的这一天，荆州全市也降为疫
情低风险区。疫情的阴霾，随着寒冬
的脚步走远，希望，伴随着春天，重新
回到这片土地。

（本报荆州3月20日电）

洪湖战疫的53个日日夜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