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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来势汹汹，迅速覆盖武汉，向
全国蔓延。温暖如春的三亚，每年冬季
吸引上百万中外游客前来度假，大量的
人员流入为疫情防控带来压力，鹿城面
临着严峻的考验。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
高飘扬”，习近平总书记1月27日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
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明确
要求各级党委要科学判断形势、精准把
握疫情，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位、靠
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号令一出，动若风发。省委、省政
府快速反应、靠前指挥，传递出海南坚
决遏制疫情扩散、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
坚定态度。根据部署，三亚中心医院作
为海南首批确诊患者定点收治医院，全
力以赴，做好新冠肺炎防治工作。

关键时刻的重要部署，是责任的担
当，是力量的彰显。三亚中心医院党委
书记、院长陈仲第一时间召集重要学科
负责人研究部署抗疫工作，成立了领导
小组，下设医疗救治组、专家会诊组、疫

情报告组、后勤保障组、安全保卫组5个
小组，明确了防控要点、建立了收治流
程、梳理了诊治工作，并进行全员培训。

陈仲介绍，三亚中心医院党委以
“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策划、统一
部署、统一行动”作为有力有序有效抗
击疫情的根本遵循，构建起精准高效的
疫情防控运转指挥体系；同时，通过“强
化组织、强化培训、强化控制、强化专
家、强化综合、强化外援、强化爱护”为
抓手，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力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

全心投入，日夜奋战。作为我省首
批定点收治医院，三亚中心医院将感染

科作为隔离治疗区，连续奋战70多个小
时腾挪200平方米的感染科隔离病区和
一栋备用病房、医护生活隔离区，并进
行负压救护车及负压病房调试，确保隔
离病区专收专治。

作为三亚中心医院第一责任人、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陈仲当好“领头
雁”，牵头落实全院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
工作，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每天晚上，
陈仲要参加三亚市指挥部会商会议，第
二天上午还要召开医院专题例会研究部
署各项工作，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

三亚中心医院党政主要领导到岗
带班，身体力行做好示范，抗击疫情的

“作战图”迅速铺开：制定并落实每日会
商制度，建立台账动态管理；多部门、多
角度、多批次开展新冠肺炎诊疗指南、
穿脱隔离衣培训实操等培训考核；实行
发热门诊24小时值班制、24小时预分
诊制，细化就诊流程；建立专家会诊机
制，持续优化诊疗方案……

面对新挑战、新考验，三亚中心医
院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
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以
及省委、省政府和三亚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上来，全力出击，用行动说
话，以战果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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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中心医院：

鲜红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1月29日，在三亚中心医院，一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经
过综合诊治，达到出院标准。这是海南第一位出院的确诊患者。

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林昌锋为新冠肺炎
患者采集咽拭子标本。

疫情期间，在三亚中心医院（海南
省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大楼，护士为就
诊人员测量体温。

越是紧要关头，越能
映照初心；越在关键时刻，
越显担当精神。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为
三亚市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前线阵地，三亚中心医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临
危受命，院党委带领党员
干部主动出击、冲锋在前，
广大职工群众凝聚在党旗
下，以勇敢“逆行”践行共
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以实
际行动书写白衣战士的光
辉篇章。

从院党委以上率下靠
前指挥到各个基层党支部
筑牢堡垒、迎难而上；从感
染科病区争分夺秒救治患
者到发热门诊夜以继日奋
战；从援鄂医疗队不畏艰
险“千里逆行”到科室医务
人员坚守岗位……在这场
不见战火硝烟、却有生死
考验的特殊战斗中，三亚
中心医院广大党员干部职
工用实际行动诠释“哪里
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
织坚强有力的领导，哪里
就有党员冲锋在前的身
影”，形成了战胜疫情的磅
礴力量。

“我报名！”“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我是党员，我先上！”……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三亚中心医院众多党员医务工
作者冲锋在前，一封封请战书，一个个
红手印，饱含着医护人员的初心与担当
以及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情怀，见证白衣
执甲，逆行出征。

“当前疫情肆虐，医疗形势严峻，作
为一名有血性的呼吸科医生，我有责任
和义务承担起这份重任，也有信心和勇
气接受这个挑战。好男儿志在四方，大
丈夫无畏险阻！我志愿加入新冠肺炎
救治团队，坚决服从医院党委的工作安
排，力争早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三亚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郑辉才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
如愿以偿成为第一批进入感染科隔离
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

疫情就是冲锋号，像郑辉才这样主
动申请加入抗疫一线的党员医务者还
有黄丽菊、梁冬、朱虹等。1月22日，三
亚中心医院向全院职工发出倡议书，号
召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组成抗击新冠肺
炎先锋队。在医院领导班子带头、率先
垂范作用下，全院共有489人报名参加
志愿团队，其中党员135人，为医院疫情
防控工作调集精兵强将，整合抗疫资源
打下了坚实基础。

1月26日，接到省卫生健康委组派
医疗队援助湖北的通知后，三亚中心医

院党委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党员医务者
纷纷请缨。“短短半天时间，我们就收到
了百余名医生和护士的申请。经党委
研究，最终选派来自呼吸科、重症医学
科等科室的10名政治素质高、年富力
强、业务过硬的精英强将支援湖北。”陈
仲说。

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
师陈亮是10人中的其中一员，担任该院
援鄂医疗队队长。“自三亚中心医院支
援湖北医疗队到达湖北省荆州市后，8
人支援江陵县人民医院，2人支援石首
市中医院。截至3月7日，江陵县人民
医院33例、石首市中医院80例患者出
院，江陵县成为荆州市首个实现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清零的地方。”陈亮说。
去时无畏，归来无恙。3月20日，经

过将近两个月的奋战，三亚中心医院支
援湖北医疗队不辱使命，完满完成任务，
一个不少平安归来。经过14天休整后，
他们将以最佳的状态返回工作岗位。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
就是一座堡垒。农历大年三十这天，三
亚中心医院党委在感染科隔离区内成
立临时党支部。在支部党员的带领下，
从医院多个科室抽调的人员很快磨
合。进入隔离区以后，大家一心扑到救
治工作中，吃饭休息都没有正常过。5
天之后，全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例出
院患者从这里走出。“没有三亚中心医

院感染科隔离区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
我不会这么快出院。”该患者激动地说。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三亚中心医
院在战“疫”一线成立了3个临时党支部，
分别是感染科隔离区临时党支部、援鄂
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和南田医院隔离区临
时党支部，为抗击疫情筑起了坚固的红
色防线，充分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投身疫情防控工
作中的医护人员战斗力持续高涨。

疫情发生以来，三亚中心医院发展
战“疫”一线党员13名，他们面向党旗庄
严宣誓，成为党组织的新生力量。还有
许多医务工作者，因身边共产党员的感
召郑重提出了入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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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在三亚中心医院，一名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患者经过综合诊治，达到出
院标准。这是海南确诊病例患者中第一位
出院的患者。这则消息如同穿过云层的阳
光，照在身上，暖在心里，让人信心倍增。

1月22日三亚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确
诊，往后的40多个日夜里，三亚中心医院
医护人员一直坚守隔离病房和一线岗位。
3月8日，最后一位确诊患者出院，隔离病
区“清零 ”，他们如释重负，疲惫而又兴奋。

疫情发生以来，三亚中心医院全力以
赴救治患者，强化救治保障，采取多项措
施抓实抓细救治工作，尽最大努力，提高
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抽调精干力量组建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专家会诊组，充分发挥每日院内外
专家会诊例会实效，管床医生通过‘远程
医疗’设备电话、手机视频等多渠道汇报
病情，专家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诊疗意

见，形成会议纪要，第一时间反馈至隔离
区团队，落实专家诊疗意见。”陈仲介绍。

对新冠肺炎进行确诊或者监控病情变
化，需要获取咽拭子标本，而采集咽拭子标
本的过程中，患者摘下口罩张开嘴，会产生
大量携带病毒的气溶胶，这是整个救治过
程中风险最大的操作环节。这项危险的动
作，自疫情发生以来，三亚中心医院感染科
副主任林昌锋进行了两百余次。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关键时刻冲得
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去，才是真正的共
产党人。在战“疫”一线，一大批抗疫战士
的请战书就是申请书，他们把使命担在肩
膀上，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第一
线。在严格把关下，他们火线入党，为抗
疫一线党组织带来新的战斗力量。

“林主任碰到什么荣誉总是往后躲，救
治病人总是冲在前线。”在该院急诊科工作
10多年的工作人员卢珂如是评价林昌
锋。2月1日，林昌锋提交入党申请书，经

党委批准，火线入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我发现在最危急的关头，总能听到一句话
——‘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上’，这坚定了我
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决心。”林昌锋说，
结束首轮20天隔离病房工作后，经过14
天休整，他再次申请进入隔离病房工作。

宫保强是三亚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治医师，在隔离病区工作时，需要穿着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戴着口罩，还有三四
层手套。“平时15分钟可以完成的一项操
作，在隔离病房需要30分钟到45分钟。
有一次结束工作出来时，口罩里全都是汗
水，当我弯腰脱下防护服时，汗水直接灌
入鼻腔，呛得眼泪直流，呼吸困难，半天才
缓过来，让同事担心了。”宫保强说。

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过程中，接触病
人最频繁，工作最琐碎、最繁忙的是护士。
三亚中心医院感染科护士孙小露工作起来
认真努力，即使在没有空调病房里护理患
者时汗流浃背，视线模糊，但因为害怕浪费

防护服，舍不得出隔离病房；隔离区没有电
梯，重症医学科护士赵丽娟以她瘦弱的身
躯，用轮椅推动一名160余斤的患者完成
检查……穿着厚重防护服的她们，成为了
这个春天最动人的身影。

进入隔离区的第二天，受到奋战在
抗疫第一线的党员们鼓舞，赵丽娟和其
他几名同事一起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时刻牢记‘把病人当亲人’的宗旨，用
实际行动克服各种困难，千方百计为病
人解除疾苦……”她写道。

“我们虽然不在一线，在后方保驾
护航，一样可以为战‘疫’做贡献。”面对
疫情，三亚中心医院后勤保障部门工作
人员团结一心，甘当绿叶默默付出，全
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医务部作为疫情防控的前沿部门，承
担着方案制定、调配人员、组织会诊、沟通
联络等重要工作，全体人员始终坚守岗
位，不断细化工作方案，完善预案流程，该

部门负责人何安邦被同事给起了个“拼命
三郎”的称号；药学部是保障抗疫战士们
的“装备仓”和“弹药库”，担心不能及时供
应物资，药学部主任罗敏时刻拿着盯着手
机，生怕错过任何一条重要的信息；作为

“前哨兵”，放射科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
用“火眼金睛”守住新冠肺炎患者筛查诊
断的第一道屏障；感染管理科全员轮班监
督指导每位医护人员进出隔离病区穿脱
防护用品，设计严密的防护流程，确保每
一位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

一枚枚党徽在胸前闪耀，一个个共产
党员挺身而出，一座座战斗堡垒巍然矗立，
一面面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三亚中心医
院各级党员干部正以赤子之心，兑现着“随
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词，在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主战场上奋力书写“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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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多名危重症新冠肺
炎患者治愈出院。他们向医护人员赠送感谢信和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