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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儋州，如何守护百万市民的安全，是
摆在儋州市医护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1月23日，袁光平到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检查防疫工作时表示：“建立科学的救治体
系，严格按照救治程序操作，做好资金、药
品、物资、设备等储备，切实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
全。”

1月22日，邹广到儋州市人民医院查看
防疫工作时说：“切实提高防控意识、责任意
识，落实有关防控措施，发现疑似患者，及时
妥善做好隔离措施，阻止疫情传播、扩散，把
握防疫主动权。”

疫情当头，儋州市高层次医学人才纷
纷放弃春节休假，披甲上阵。1月24日，儋
州市人民医院决定院领导班子成员、主要
部门人员取消春节休假。从省外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该院普外科主任、医学博士
张燕忠家在山西；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学硕
士李文霞家也在山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学硕士刘文举家在湖南；肿瘤内科副主任
任庆家在广西。原本，他们都已订好机票
回家过春节，却在此时主动放弃休假，留下
抗疫。“不计报酬，无惧生死，我们早已做好
这样的准备。”张燕忠说。

在儋州，骨干医护人员冲向抗疫最危
险的地方，甄别、救治疑似患者。2 月 4
日，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南院区收治疑似患
者隔离病区启用，瞬间成为战疫最前沿，
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医护人员纷纷请战，
感染科副主任医师陈新秀率先报名：“我
是党员，我上。”大年初一过后，她连续 2
周吃住在病区，换班后14天自我隔离。3
月14日，最后1名解除隔离人员出院，隔
离病区宣告休诊。隔离病区共收治 85
人，其中7人是确诊患者，前后3批 36名
医护人员在隔离病区值班。

医护人员乐于奉献，在隔离病房过春
节，苦战抗疫。1月23日，腊月二十九，儋
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收治1名患者，第2天
被认定为确诊患者，感染科病房立即被封闭
隔离。至2月11日，感染科全员28人，年龄
最小的23岁，年龄最大的53岁，与外界隔
离17天，在隔离病房过特殊的春节。其中
护士长杜秀琼等13人，整整30天没有走出
过感染科大门，出来后还需隔离14天。她
在微信中跟孩子说：“我是你们的妈妈，还是
护士，救死扶伤是我的使命和职责。不能天
天与你们通电话，要很久才能回家。”

医护人员不辱使命，筑牢阻止疫情蔓
延的“防护墙”。1月 21日和 22日，儋州
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先后收治从阳江农场
医院转来的 2名发热患者，胸部CT影像
与武汉传来新冠肺炎患者的影像相似度
极高。但2人均否认接触过武汉来访人员
及其他外来人员，按照诊断标准，无流行
病学史不能下结论。该院感染科主任甘
海忠凭借丰富临床经验，判断患者很可能
感染新冠肺炎，他多方了解，打听到阳江
农场有类似发热患者，立即向医院领导、
儋州市疾控中心报告。经采样检测，其中
1名患者呈阳性。

医护人员在重症病区承担繁重的工作，
尽心尽力救治患者。重症病区3级防护，戴
笨重呼吸过滤器防护面罩，呼吸非常困难。
重症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护士要给患者擦身、
翻身、清理排泄物等，容易出汗，额头汗水滴
入眼睛引起强烈不适，背上出汗常把衣服弄
湿。“重症患者需要我们寸步不离，防护面罩
非常重，一戴7个小时，颈椎很不舒服，呼吸
也困难，每次换班后都仿佛重获新生。”儋州
市人民医院重症病区护士邓杏媚第1次戴呼
吸过滤器防护面罩，喘不过气，在重症病房走
廊晕过去，其他人立即把她带到走廊窗口呼
吸新鲜空气，走廊窗口跟病区是隔离开的，随
后她才缓过气来。她怕浪费防护服，仍坚持
要求值完班才休息。

医护人员在医学观察点细心监测留观
人员，守护留观人员的健康，严防疫情扩
散。儋州市中医院主治医师谢建安主动请
战，2月6日进驻儋州一家医学观察点，作为
医学观察点医疗组组长，他24小时待在医
学观察点，时刻关注每个留观人员身体状
况。进入留观人员房间采集信息，一次大约
需要2个小时至4个小时。2月9日凌晨，新
来1位密切接触者，自称没有发热，胸部CT
影像也未见异常。但他时刻关注密切接触
者身体状况，几个小时后，当他再次监测密
切接触者体温时，发现体温升高了，立即向
有关部门报告，联系120救护车，把密切接
触者送到医院作为疑似患者隔离治疗。“看
到留观人员健康地走出医学观察点，我内心
感到欣慰。”

（本报那大3月22日电）

尽锐出战 救死扶伤
——儋州市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守护儋州抗击疫情纪实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3月16日，儋州市新
冠肺炎患者“清零”。儋州
市人民医院收治确诊的输
入性病例、62岁湖北武汉
人吕某某，1月31日转入
海南省人民医院治疗近
50天后，符合国家出院标
准，专家组同意出院。

儋州驰援湖北的医护
人员与新冠病毒贴身搏击
整整50天后，3月 17日
开始，分批撤离湖北返回
海南。3月20日，儋州驰
援湖北的26名医护人员
飞抵海南。儋州市人民医
院驰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
队长王力鹏向儋州市委市
政府和全市人民报告：“战
胜病毒，第一批医疗队全
员平安归来。”

自 2月 12 日至 3 月
22日，儋州市39天无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儋州市委市政府率领
全市卫健系统近 5000
人，与新冠肺炎疫情激战
60多天，在该市抗疫中取
得阶段性成果；驰援湖北
搏击病毒，完成使命。全
市医护人员用热血和忠诚
书写了“逆行者”的使命，
向死而生，救死扶伤。

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来势汹
汹。保护百万市民不被疫情侵害，是
儋州市委、市政府面临的艰难考验。

腊月二十七（1月21日），儋州市
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指出“防疫必
有一战，必须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心
理准备、能力准备。”当天下午，儋州
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部署防疫工
作。当晚，儋州市防疫工作会议召
开，专题部署防疫重点工作。

1月22日，儋州市党政主要领导
再次细心部署防疫，迅速把全市党员
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
部署上来。

1月23日，儋州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指挥部成立，市
长任领导小组组长。

1月24日，一个特殊的除夕，儋州
确诊首例输入性病例，疫情入侵儋
州。当晚，儋州市卫健委办公楼灯火
通明，连夜吹响集结号，紧急通知全系

统干部职工近5000人取消休假。
1月25日，一个难忘的大

年初一，儋州召开全市电视
电话会议，组织各镇、各机

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挑
起防疫主体责任重担。

1 月 26 日，儋
州市委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成立，市委

书记任组长，市长任第一副组长；抽
调21个相关职能部门41名精干人
员，集中办公，高位统筹。

1月27日，儋州市委市政府抽调
儋州市人民医院和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的医护人员26人，组建驰援湖北第
一批医疗队，出征湖北。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抗疫关
键时刻，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在国
家最需要的时候，医护人员奋不顾身，
冲锋在前，为抗疫无私奉献，向死而
生，救死扶伤，展现高度的职业素养和
勇于担当的品格，弘扬了特区精神、椰
树精神，是新时代最美‘逆行者’。”

1月28日，儋州全市领导干部停
止休假，该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镇
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等2.1万人冲向
抗疫一线。

这一天，儋州驰援湖北第一批医
疗队到达湖北荆州，儋州市人民医院
医护人员25人分别到荆州市传染病
医院、松滋市人民医院、公安县人民
医院参与救治患者；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医护人员2人，分别到荆州市中医
院、荆州市传染病医院参与防疫。

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邹广说：
“医护人员不惧危险，主动请缨，奔赴
抗疫最前线，发扬吃苦耐劳、连续作
战的精神，发挥抗疫主力军作用，全
力以赴救治患者，让人敬佩，是儋州
人民的骄傲。”

由此，在驰援湖北、守护儋州的2

个抗疫战场，儋州市委市政府率领百
万市民对疫情全面开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儋州市政
府预拨防疫经费2429.54万元，采购
紧缺医疗防护物资。”儋州市卫健委
主任詹健炜说，截至3月20日，儋州
累计发放一次性口罩224.13万只，防
护服3357件，隔离衣1.25万套，N95
口罩9193只，测温仪1028台，体温
计9096支，一次性手套5.75万双，散
装酒精1.96万斤，精装酒精5468瓶，
消毒液1.12万斤等。

儋州抽调市疾控中心人员组建
“特种部队”，最大限度切断疫情传播
途径。组建7个流行病学调查组，对
所有确诊患者进行详细流行病学调
查，累计出动474人次。根据流行病
学调查结果，全市封锁6个疫点、3个
自然村，甄别密切接触者、间接接触
者和可疑人员数千人。

1月23日，从武汉回那大过年的
蒙某体温超过38摄氏度，到儋州市人
民医院看病。时任儋州市疾控中心传
染病防控科科长的冯元贵和同事立即
调查蒙某，采集生物学样本送实验室
检测，最终省专家组确认蒙某为确诊
患者。1月24日下午5点钟，儋州市
疾控中心派3个调查组赶到蒙某家，
详细调查蒙某近日行程及接触者。儋
州那大镇政府根据市疾控中心的调查
结果，立即围绕蒙某家划定隔离区、隔
离170多人。冯元贵说：“仅一天时

间，就采取封闭措施阻止了疫情扩
散。”

儋州市公安局与儋州市疾控中
心配合，第一时间给儋州市委、市政
府提供科学准确数据，有效阻止疫情
扩散。2月8日晚8点钟，儋州市公安
局获悉临高1名确诊患者许某曾到儋
州，立即调查许某的儋州行踪，经过
一天一夜的紧张摸排，摸清96人与许
某接触过。第2天，儋州市所有救护
车全部出动，把96人集中运送到隔离
点隔离观察。儋州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队长曾国彪说：“大数据为阻止疫
情扩散赢得宝贵时间。”

公立医院医护人员不足，儋州市
民营医疗机构医护人员请战。儋州
美年大健康体检医院党支部书记、院
长田万里主动中断春节休假，带领医
护团队在儋州离市区最偏远的海头
互通三亚方向卡点值守，常常值守到
凌晨2时后才回到家。儋州现代医院
党支部组织党员和医护人员坚守抗
疫一线，春节期间仅安排26人留守医
院，派出其余20人奔赴卡点值守，值
守期间医院营业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67.6%。儋州现代医院董事长林亮锋
说：“经济损失事小，防疫事大，民营
医疗企业要担当社会责任。”从1月
29日至2月22日，在全市25个联防
联控卡点，儋州医护人员共检查车辆
9万多辆，排查、体测人员17.2325万
人，发现发热人员102人，隔离7人。

湖北疫区群众的安
危，牵动海南人民的心。听

从省卫健委组建驰援湖北医疗
队的号令，儋州医护人员纷纷

撸起袖子请战。1月26日，在2个小
时内，儋州市人民医院531人请求参
战；海南西部中心医院298人踊跃报
名。1月27日起，儋州市先后选派业
务精干、作风优良的医护人员78人，
分批驰援湖北。

单身、没有牵挂的“女汉子”奋
勇请战。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感

染科护理教学组组长薛梅丽
于今年大年初二申请驰援湖
北。“白衣战士，向死而生；救

死扶伤，毋论牺牲。”她身
材娇小但豪情满怀：“我
今年29岁，是年资较高

的护士，护理经验丰
富；我单身，没有
什么牵挂。我去
湖 北 疫 区 最 合

适。”2月4日，她飞
赴湖北。

成家、上有老下有
小的“纯爷们”强烈要求

参战。儋州市人民医院肾内
科38岁的副主任医师江强抢

着报名：“我是党员，去最危险的
疫区责无旁贷。小家需要我照

顾，但湖北疫区这个大家更需要我出
力。”他奔赴湖北荆州抗疫，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抢救危重患
者。

年轻医护人员英勇搏击病毒，

抢干最危险的工作。用拭子对患者
双侧咽扁桃体及咽后壁擦拭，护士和
患者间距仅半米，患者张嘴飞沫，受
刺激咳嗽、打喷嚏，产生大量携带病
毒的气溶胶，故采集咽拭子是护理确
诊患者最危险的工作。1996年出生
的杨文惠是海南西部中心医院驰援
湖北第二批医疗队中年龄最小的护
士。“我是感染科护士，采集咽拭子手
法熟练。”她勇挑重担，负责采集307
名患者的咽拭子。杨文惠穿戴的防
护装备比其他护士的更重，使她的一
手稍微握起就非常疼。此外，她一天
至少要采集50份咽拭子，采完后腰
酸背痛。2月5日晚，杨文惠在江汉
方舱医院迎接首批患者；3月9日下
午，她送走最后一批34名患者。在
方舱医院34天，她用青春书写无悔
人生。

面对病毒，儋州年轻医护人员
增强责任感，以实际行动体现奉献
与担当。儋州市人民医院驰援湖北
医疗队重症小分队护士何靓敏，在
松滋市人民医院护理重症患者，2月
5日晚，她与2位科室主任、4位医
生、5位护士竭尽全力抢救抢救一位
感染病毒的孕妇。当时气温只有3
摄氏度，但大家满头大汗，隔离衣被
汗水浸湿，护目镜和面屏全是水珠
子。“面对病毒，我深感肩上担子越
来越重。”她与重症小分队同伴20多
天全力救治重症患者，使1岁零8个
月的小患者、56岁的重症患者痊愈
出院。松滋市委、市政府在感谢信
中称赞重症小分队，以满腔热血践

行医者仁心职业道德。
在湖北，儋州医护人员施展精湛

业务技能，减轻了患者痛苦。汗水容
易使医护人员护目镜里面蒙上水雾，
看不清血管在哪里，加之他们又戴胶
皮手套，难以摸准患者血管，采血、打
留置针成为护理患者难点。2月 5
日，儋州市人民医院驰援湖北医疗队
护士羊强兰，看到年轻护士为患者打
留置针，针头多次扎不进血管，患者
手背有多处淤青。她主动上前：“我
来打吧。”她一针就扎进血管，打好留
置针。患者治愈出院时，录制视频，
写感谢信，称赞她业务技能精湛，让
患者克服心中恐惧，重新对生活燃起
希望。

在隔离病区，儋州驰援湖北医
疗队护士还要做很多护理之外的
事，但都毫无怨言。2月26日，海南
西部中心医院急诊科副护士长欧日
兰进驻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
院，在隔离病区护理危重症患者，看
不到患者家属，也不见护理工，连打
扫卫生的清洁工也没有。她除做护
理之外，要给生活无法自理的患者
喂饭，给患者送饭、烧开水、清理医
疗垃圾、消毒病区、扫地等。“我们是
护士，还是护理工、清洁工、消杀员
和服务员，隔离病区的一切事情，都
由我们来做。”她戴口罩使得耳朵磨
出水泡，手对酒精过敏，却依然无怨
无悔。她最开心的事，就是看着越
来越多的危重症患者康复出院，开
启新生活。

此外，儋州驰援湖北医疗队医护

人员自加压力，救治患者心理创伤。
2月12日，“听啊见凤啊说声，嘱姑九
啊点半……”用儋州方言唱的《嘱姑
九点半》儋州调声，在江汉方舱医院
响起，节奏明快、韵律整齐的儋州调
声打破医院的沉闷，一部分患者和着
儋州调声，摆手、扭腰、踢脚，释放压
力。其中，领唱和领舞的是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教学组组长薛
梅丽。一直到3月9日，关舱之前的
江汉方舱医院时常响起儋州调声。
一位花甲阿婆感激薛梅丽：“儋州调
声唱醒沉睡的我们。感谢你们，给我
们传递了信心和力量。”

追逐冲在抗疫最前沿的党员身
影，儋州驰援湖北医疗队部分医护
人员申请入党。3 月 2 日，在武汉
市、荆州市的医院，一场特殊的视频
连线入党宣誓仪式举行，儋州驰援
湖北医疗队8名医护人员宣誓入党，
至今共有12名医护人员火线入党。
儋州市人民医院“90后”护士于承新
说：“冲在抗疫最前面的是党员，我
要入党。”他在湖北抗疫一线勇于拼
搏，被批准为预备党员。

儋州驰援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
勇于搏击病毒、向死而生，赢得了湖
北人民和患者的赞誉。2月20日，
儋州市人民医院驰援湖北医疗队重
症小分队8名队员，圆满完成在松滋
市人民医院20多天的救治任务，撤
离松滋。松滋市委、市政府写感谢
信赞扬：“松滋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
的大爱，永远铭记琼鄂两地人民的
深情厚谊。”

抗击疫情 逆风而行BB

救死扶伤 护民安康CC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教学组组长薛梅丽（右一）在江汉方舱医院抗疫。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儋州市人民医院驰援湖
北医疗队重症小分队护士何
靓敏，在湖北松滋市人民医院
给患者喂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防疫期间，儋州市人民医
院医护人员坚守发热门诊，图
为该院护士在发热门诊为患
者采血。

通讯员 周圣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