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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预检分诊团
队自疫情发生以来，坚
守岗位，24 小时轮班，
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流
行病学史询问，一天最
多测量体温上万次，为
该 院 把 好 第 一 道 战

“疫”关卡。

团队简介
海南省人民医院急

救中心的急危重病人数
量、急诊量均为全省之
最。抗疫期间，该急救
中心全员投入一线，坚
守省内急诊战场，并组
建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奔
赴湖北荆州，支援省外
战场。

团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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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六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最美抗疫英雄》大型公益活动

主办单位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承办单位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龙栖湾新半岛国际康复产业基地

支持单位
海南第一成美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海南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全员上一线 两地战疫情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预检分诊团队：

以平凡坚守 保患者安康

海南省血液中心机采科：

护“生命之泉”传医者大爱

海南省血液中心机
采科主要负责采集血小
板及稀有血型的招募、
预约、采集及管理维护
工作。去年，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使全省血库
告急，面对与日俱增的
血液需求，机采科全体
人员第一时间集体放弃
休假，返回工作岗位。

团队简介

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团队：

筑起“心”防线 疗愈逆行者

海南省安宁医院心
理咨询治疗中心在疫情
期间一度冲锋在前，开
通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奔赴抗疫一线，为广大
群众、隔离人群和抗疫
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危
机干预，为全社会筑起
一道抗疫“心”防线。

团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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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015年、2016年、

2017年、2019年，海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联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成功举办了五届海南“寻找百姓身

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海南也打响了疫情防控阻

击战。无论是千里驰援荆州还

是留守海南抗疫的医护人员，都

以先锋姿态，奏响不畏艰险、无

私奉献的“同心曲”。

第六届《寻找百姓身边好医

护——最美抗疫英雄》大型公

益活动于2月19日正式启动，

将整合运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资源，将抗疫英雄典型

事迹和感人故事向社会传播，

宣扬他们勇于奉献、敢于拼搏

的“白衣”精神。

■ 本报记者 马珂

“病人情况非常糟糕，血压骤降，需要立即
抢救……”2月24日，一辆救护车快速驶入海南
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以下简称急救中心），随车
医护人员再一次把与死神赛跑的“接力棒”传到
了急救中心主任欧阳艳红等人手中。

对欧阳艳红等人来说，眼前的景象并不
陌生——

时间回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让
急救中心的工作更加忙碌。作为急危重病人数
量及急诊量均为全省之最的海南省人民医院急
救中心，除了负责全省急危重症患者的收治工
作，又新增了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面对
前所未有的救治压力，急救中心278名医护人
员全部投身一线，积极参与救治、急救、转运等
工作。

全力以赴坚守省内战场

2020年，随着疫情暴发，病人大量涌入海
南省人民医院，其中既有重症危急病人，又有新
冠确诊病人，急救中心的很多院前医生还需要
随时接送、转运病人，风险很高。有些医护人员
也在接触病人后，出现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不
得不接受隔离观察。

“当时，由于医护人员接触的部分病人没有
表现出明显症状，不知道是不是新冠肺炎患
者。所以病人一旦确诊，相关医患人员就必须
要隔离，我们曾经有过整个小组都被隔离的情
况。”欧阳艳红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人员本来
就紧缺的情况下，急救中心面临一次次挑战，即
便成组队员曾被隔离，但工作没有一天间断过。

“我们急救中心的队员还要支援发热门诊，
由于都是近距离接触，一旦进了隔离病房，就不
能回家，有的队员就以医院为家，有的队员则自
己掏腰包住酒店，自我隔离。”欧阳艳红补充说。

“大家都是24小时待命，常常一套防护服
穿一整天，从早上忙到晚上八九点。”急救中心

的院前医师符德告诉记者，他曾主要负责确诊、
疑似病例的隔离治疗工作，因为防护物资紧缺，
人手不够，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防护物
资利用率等方法来渡过难关。

据介绍，那段时间，急救中心医护人员临危
不乱，有条不紊地划分区域并根据收治病患情
况进行分区救治，做到了院内“零感染”。

主动请缨驰援湖北荆州

2020年2月14日，急救中心8位医护人员
自愿参加了海南省第四批援鄂医疗队，由护士长
黄思源带队，奔赴湖北省荆州市洪湖第四人民医
院，加入抗疫最前线。当时，第四人民医院作为
洪湖的重要疫点，人员奇缺，防控压力巨大。

“出发当天，海南的气温是20多℃，到荆州
的时候正下着雪，大家冻得不行。”在荆州主战
场负责重症患者救治工作的急救中心护士赵文
龙记忆犹新。

“去的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也看不到人影，
大雪纷飞。”征战洪湖时的情景也深深刻在了急
救中心医生吴仁程的心里。作为队伍中的中坚
力量，他临上车时才鼓起勇气向父母道别。在洪
湖的一个多月里，吴仁程在妻子与家人的支持与
鼓励下，与大家共同完成了救治率“百分百”的救
治目标。

荆州疫情复杂，疫情发展迅速，急救中心援
鄂医疗队队员克服了防控物资紧缺、气候温差
大、生活习惯迥异的多重困难，坚守一线。

“当时很冷，身体消耗比较大，而我们不敢
喝水和吃东西，咬着牙硬撑，有时候感觉腿都在
颤。”吴仁程告诉记者，由于当时人手少，物资也
不充足，队员们穿着的防护服、尿不湿舍不得
换，每天一工作就是8个小时，最长达到13个
半小时。

樱花落处尽成诗。急救中心8名队员离家
千里，用初心践行大爱。急救中心以接诊3220
人次的战绩，书写了尽责为民的抗疫答卷。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

■ 本报记者 马珂

日前，陈友红像往常一样，在海南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的大门口一路小跑。作为门诊护士
长，她需要赶在7时前到达医院，打开门诊大楼
预检分诊的闸口，守好那里的第一道关卡。

“家人心疼我，也替我担心，但他们很支持
我的工作。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再辛苦我也
要站好医院的第一道防线。”陈友红坚定地说。

陈友红是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负责
预检分诊的20余人中的一员。自疫情发生以
来，她同队友们一道，坚守岗位，24小时轮班，
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流行病学史询问，为医院
筑起第一道防疫线。

一天测量体温上万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至，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及时预判，1月23日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设置24小时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从那
时开始，无论白天黑夜，在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的预检分诊处总能看到这群熟悉的面庞。

尽管当时面对未知的疫情，心中也有恐
惧，但是预检分诊团队的20多名队员深知把好
预检分诊这道防线，对疫情防控的重要性。

“年二十九接到医院通知，年三十预检分
诊团队就已全员到位了，没有人拒绝，也没有
一丝犹豫。”该院门诊部主任吴为辉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预检分诊人员是最先面对患者的，在未
知情况下，这里也是最危险的工作岗位之一！”
陈友红告诉记者，她们但凡有一点疏忽，就可
能造成整个院区的交叉感染。为此，她们也不
断优化、细化预检分诊流程和方案，力求确保
万无一失。

“首先在急诊入口引导来访患者按照一米

线排队、扫码、测温，进行流行病学问询，如果
患者有发烧情况，我们就会询问基本情况，有
没有咳嗽，有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有没有
确诊病例的接触史等，准确按要求登记并分至
普通发热门诊或疫区发热门诊……”预检分诊
团队护士黄李芸告诉记者。

“高峰时期，我们每天监测体温上万人
次。一般我们都会提前到岗，消毒工作台、医
疗用品、穿戴防护设备。大家都尽量少喝水甚
至不喝水，减少上厕所次数，只为了不遗漏每
一个来院人员。”预检分诊护士赵琳琳感慨。

默默坚守在平凡岗位

在预检分诊的岗位上，这群年轻人收获过
感动也承受着委屈。对于预检分诊工作流程，
不少患者或家属因为不理解，有时甚至会恶语
相向。每当这个时候，她们都要不厌其烦地解
释，以争取患者和家属配合。

赵琳琳告诉记者，海南天气炎热，穿着防
护服经常全身湿透，但是防护又必须做到位。

“随着疫情蔓延，病人也很恐慌，有一位慢
性病病人想来开药，没办法开。我们就一个挨
一个科室沟通，做线上供药，帮他寄药。这项服
务虽然受到了很多病人的好评，但也有很多病
人不理解甚至谩骂。但是为了大家的平安，我
们必须放下心中的委屈，坚持执行。”陈友红说。

从披上这身职业装，她们就坚守在平凡工
作岗位，默默付出。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
壮志凌云的豪言壮语，疫情面前，他们成为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的“战士”。

现在，她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用那一声
声温暖的问候、真诚的祝福，迎送进出医院的
人们，并以规范的流程、最快的速度、优质的服
务，坚持做好每一天的预检分诊工作。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

■ 本报记者 侯赛

“手臂放松，不会很疼，害怕可以把头偏一
下……”2月23日，海南省血液中心机采科（以
下简称机采科）护士陈红妙正在为献血志愿者
采血。“这位志愿者就住在血液中心附近，已经
是第四次献血了，特别支持我们。”采完血后，陈
红妙帮志愿者整理好衣袖，脸上洋溢着满满的
感激之情。

去年春节前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全
省血库告急。面对与日俱增的血液需求，海南
省血液中心机采科全体人员第一时间集体放弃
休假，返回工作岗位。

机采科主任陈奋介绍，当时正处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大家都在居家隔离，
街头人流量骤减，团体献血也无法开展，血液
库存持续走低，临床血液供应紧张。肿瘤晚
期、孕产妇、白血病等急诊病人的血液需求量
仍然很大。

为此，机采科的队员们纷纷积极行动起来，
一边通过短信、电话积极招募血小板捐献者，一
边精心部署，采用电话精准预约、精准定点献血
的方式保障血液安全。疫情导致交通不便，队
员们甚至开着私家车亲自接送献血者。

千方百计保障疫情期间临床医疗血小板
供应的重担尚未卸去，紧接着，血液中心又接
到了紧急采集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的新任
务。机采科按照上级部署，紧急完成采集场所
改造，重新建立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采
集流程。

“康复者血浆对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有重要

作用，血液中含有抗体，注入患者血液后，能够
帮助治疗和恢复。”陈奋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采集期间，要对供血者血样进行排查评估，
还要对供血者进行心理辅导，历时接近两小时
的血浆采集，每一个程序，都需要在穿戴防护
设备的情况下进行。那段艰苦时期，队员经
常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汗水无数次浸
湿防护服，防护眼镜下，很多人的眼睛甚
至变得红肿。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

“穿戴防护设备的情况下，采血行
针不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遇到血管很
细、行针困难的患者，心理压力会更
大。但是患者们往往给予我们支持
和鼓励，我们既愧疚又感动，所有
的劳累也都消失了。”陈红妙的
脸上再次写满感激之情。

就这样，他们顺利完成
5批次共 9名新冠肺炎康
复者血浆采集工作，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
了积极贡献。

“经历过这次疫情，
我们更加明白了作为
医护人员的光荣与
责任。”多年来，陈
奋与队员们始终默
默守护“生命之
泉”，把医者大爱，
深深融入血液。

（本报海口2
月26日讯）

■ 本报记者 侯赛

时下正值开学季，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
咨询治疗中心内，大家十分忙碌。

回顾去年新冠肺炎阻击战，海南省
安宁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团队曾一度冲
锋在前，积极开展各项抗疫援助工
作。他们为广大群众、隔离病患以及
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支
持，协助他们正确处理各种情绪困
扰，筑起了一道道抗疫“心”防线。

新冠肺炎来势正猛之时，医护
人员身先士卒，在一线直面病毒与
危险。他们要长时间的与病人近
距离接触，被病毒感染的概率也
大大增加。疫情给大家带来的不
仅是生命安全威胁，更多的是恐
慌、焦虑等心理问题。

“无论是病患还是医护人员，
直面疫情所带来的心理问题，都
是不能忽视的。作为心理健康
工作者，理应成为他们精神
上的坚强后盾，为他们提

供心理防护、心理治疗，
我们责无旁贷。”海南
省安宁医院心理咨
询治疗中心主任罗

海东说。
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阳
江医院2名医
生曾被确诊感
染新冠肺炎，相
关医护人员被隔

离。去年1月30日，在海南省安宁医院副院长
占达飞的带领下，该院医生罗海东、姚乾坤、李赛
兰组成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前往阳江医院，对40
多名被隔离医务人员进行团体心理危机干预。

去年2月6日，罗海东、张云志为安宁医院第
一批14人援鄂医疗队开展了心理危机干预；2月
21日，罗海东、张云志、林荫、蔡业敏再次对该院
第二批26名援鄂护理人员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

除了筑起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防线，广大
人民群众也通过心理危机干预团队的热线电
话，获得有力的援助支持。

“我记得很清楚，去年三亚一个出租车司机
出现了低烧症状。正好他前几天刚接触了一个
疑似新冠肺炎乘客，非常焦虑和纠结。既担心不
去检查会延误治疗，又怕外出被感染。通过心理
疏导，该司机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去了医院。”心理
危机干预团队副主任医师林荫对当时的一通救
助电话印象深刻。后来该司机检查发现自身并
未感染病毒后，第一时间便打电话致谢。

去年3月中旬，一批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凯
旋返琼，为这些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援助服
务的工作又落到了心理危机干预团队的身上。

“疫情期间的心理干预工作繁重，个人的力
量是有限的，长时间接触负面信息，也会对我们
的医生造成心理上的负面影响。团队成员之间
的相互鼓励，在那段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家在一起共同面对，一起成长！”心理危机干
预团队副主任医师张云志感慨道。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心理危机干预团队
的使命并未结束，“唤醒教育”依然是他们永恒
的主题。正如罗海东所言，自己必须真正醒着，
才能“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不仅治病，
更是救人。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