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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海南省
“百姓身边好医护——最美抗疫英雄”
大型公益活动获奖名单

白衣为甲
最美逆行
特别贡献奖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刘锦纷：

一颗真心护童“心”

聚焦医改探新路
事迹简介：作为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选派至昌江的管理人才，来
琼一年多来，他坚决落实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要求，探索建立医共
体模式，用好优质医疗资源，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让当地百姓享受医改
带来的实惠。

海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谷庆隆：

备足物资保运转
事迹简介：作为一名中组部选派的挂职干部，谷庆隆坚持把岛外
先进经验与海南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扎实做好本职工作。新冠疫情暴
发后，全国防疫物资供应紧张，他带领省人民医院后勤保障处员工加
班加点，从各种渠道筹集物资，
为医院抗疫和正常运转提供支持。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执行院长张少明：

事迹简介：从上海到儋州工作 3 年多来，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执行
院长张少明加强学科建设、重视人才培养，推动医院发展驶入快车
道。该院相继实施巨大脑瘤摘除术等多类高难度手术，填补了我省多
项医疗技术空白，
缓解了当地及周边市县百姓的看病难题。

文昌市人民医院、
同济文昌医院院长黎培员：

攻坚克难显身手
事迹简介：2020 年从湖北武汉调到文昌工作后，黎培员加快推进
医院学科建设等工作，不断为当地医疗技术攻坚贡献力量，带领文昌
市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甲”医院，让当地百姓“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
水平的医疗服务。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精湛医技惠百姓
事迹简介：该院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医院全面引入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的先进医疗技术和管理模式，先后成立多个亚专业学组，开
展了机器人辅助下的全髋关节置换术等一系列海南首创的骨科手术，
有效缓解了海南骨科与糖尿病高端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海南省援鄂医疗队：

逆行出征护安康

中国政府赴孟加拉国专家组：

跨国抗疫爱无疆
事迹简介：去年，受国家卫健委委托，我省组建了一支由 10 人组
成的专家组，赴孟加拉国帮助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抵
达孟加拉国后，全面介绍中国抗疫经验，为当地医务人员、公共卫生人
员、社区防控人员等提供培训和指导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深耕天涯结硕果
事迹简介：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历经 10 年的建设和发展，逐步
在海南形成了品牌，把“301”的红色基因和医疗保健实力同质化延伸
3000 公里，加速助力海南实现
“大病不出岛”
的梦想。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救治团队：

不畏艰险战疫魔
事迹简介：2020 年年初疫情暴发后，该救治团队农历大年初一进
驻负压病房抢救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团队成员不分昼夜，坚守病房，
连续奋战，先后抢救治疗了 9 名危重症患者，为我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大医精诚
情暖琼州
■ 本报记者 马珂 侯赛
“我多来几次海南，海南的患者就
可以少跑几次上海……我希望海南人
民患有疾病能够就地解决，可以就地
找 到 自 己 心 仪 的 医 院 、医 生 和 护 士
……”3 月 21 日，2020 年度海南省第
六届“百姓身边好医护——最美抗疫
英雄”颁奖晚会现场播放了一段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口腔医学中心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以下简称上海九院）主任医师张志
愿发来的寄语短片。
长期以来，有许多名医大家为海
南医疗卫生事业默默奉献，如张志愿
院士和国内心血管内科权威专家胡大
一教授等，他们积极投身海南医疗卫
生事业，只为实现海南老百姓“小病不
进城，大病不出岛”的梦想。此次颁奖
晚会专门为这些名医大家设置了特别
贡献奖，向他们致敬！
一位院士的出诊之路能有多长？
或许是 2000 多公里！那是上海到海
南的距离。4 年间，30 多次往返，承载
着张志愿院士对海南患者深沉的医者
之爱。4 年间，完成 15 台高难度手术，
培训带教海南医生 24 名……饱含着
张志愿院士等众多上海九院专家对提
升海南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殷殷之
情。
“把技术留给海南，才是我们来的
真正目的！”多名上海九院的专家这样
说。据悉，70 岁高龄的张志愿院士这
两天正好在儋州，但因为要义诊和为
患者做手术，无法来到晚会现场。海

南日报记者特意前往儋州，拍摄了这
段视频。
像张志愿院士这样长期帮扶海南
医疗机构的名医大家还有很多。胡大
一教授团队在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挂
牌设立名医工作室，为山区百姓提供
诊疗服务。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学中心院长，现任上海小
儿先天性心脏病研究所所长的刘锦纷
教授，携手沪琼两地专家开辟先心病
治疗“绿色通道”，带团队定期到海南
为先心病患儿做手术。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执行院长张少
明，4 年前从上海来到儋州，投入大量
精力推动医院学科建设和医疗服务能
力提升，早已把儋州当成了第二故乡。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
糖尿病医院专家团队，将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的先进医疗技术和管理模式
全面引入海南，用精湛医技造福海南
患者。昌江医疗集团党委副书记、院
长丁文茂，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选派
至昌江工作以来，积极探索建立医共
体模式，让当地百姓享受医改带来的
好处。同济文昌医院院长黎培员，
2020 年从湖北调至文昌任职，带领该
院成功创建
“三甲”
医院。
“谢谢你们远道而来，扎根琼岛，
没有什么比你们内心的信念更加动
人，这些闪光的信念，将激励更多医务
工作者在救死扶伤的道路上毅勇前行
……”一位网友在晚会网络直播平台
上这样留言。这个特殊的夜晚，让我
们一起为这些在琼岛发光发热的名医
大家致敬！ （本报海口 3 月 21 日讯）

■■■■■

海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谷庆隆
颁奖晚会现场，
来自湖北荆州的医护人员代表与昔日战友热情握手，
深情拥抱。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执行院长张少明
文昌市人民医院、同济文昌医院院长黎培员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海南省援鄂医疗队
中国政府赴孟加拉国专家组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救治团队

抗疫优秀集体（10个）
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3 月 21 日晚 8 时，
2020 年度第六届海南省
“百姓身边好医护——最美抗疫英雄”
大型公益活动颁奖晚会举行。图为特别贡献奖获得者、获奖团队代表上台领奖。

颁奖晚会现场的观众。

海南省血液中心机采科
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团队
三亚中心医院感染科

抗疫优秀集体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所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
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三亚中心医院感染科：

舍小顾大筑防线

爱岗敬业书答卷

事迹简介：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海口市人民
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全体医护人员几乎没有时间陪家人。他们
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手套，坚守抗疫一线接诊。因长期穿
防护服不透气，
一些人脱皮或起湿疹，
却依然微笑迎接患者。

事迹简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三亚中心医院成为海南
省首批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该院感染科医护人员冒
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为新冠肺炎患者采集咽拭子标本，全力
以赴救治病患，用精湛医术和无私奉献精神书写抗疫答卷。

海南省血液中心机采科：

急难时刻显担当
事迹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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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省血库告急，面对与日俱增的用血
需求，
该科全体人员第一时间放弃休假，返回工作岗位。

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团队：

开出
“心”方为勇士
事迹简介：疫情期间，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咨询治疗中心
工作人员冲锋在前，开通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奔赴抗疫一线，
对广大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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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

疾驰千里施援手
事迹简介：该救援队由海南医学院及海南医学院第一、第
二附属医院组建。2020 年 2 月初，该救援队队员驾驶 10 辆特
种医疗救援车奔赴湖北抗疫，成为国内第一个抵达江汉方舱
医院的车队，守护生命方舟直至休舱。获得了
“全国卫生健康
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所：

筑牢堡垒护家园
事迹简介：去年疫情暴发后，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
所党支部 17 名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从技术指导、信息收集、流
行病学调查，到标本受理、疫点消毒、为公众答疑解惑，为守护
海南人民的生命健康筑起了一座坚固的堡垒。

抗疫战场
“摆渡人”
事迹简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上，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的医务工作
者 24 小时奔波在由海口各个发热检测点、港口、车站、机场、隔离点及定点救治
医院连成的
“生命转运线”
上，被大家称为战疫一线的
“生命摆渡人”
。

海南省肿瘤医院专科医联体防控新冠肺炎医疗队：

筹捐物资传大爱
事迹简介：海南省肿瘤医院专科医联体防控新冠肺炎医疗队，由海南省肿瘤
医院专科医联体抽调人员组建，共有 17 名队员。疫情期间，该医疗队曾通过募
捐分批次向全省 128 家医疗单位捐赠总价值 360 万余元的防疫物资，解了许多
医疗单位的燃眉之急。

海南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两线作战夺双胜
事迹简介：海南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急危重症病人数量、急诊量均为全省
最多。抗疫期间，该急救中心全员奔赴一线，坚守省内急诊战场，并组建海南第
四批援鄂医疗队赴湖北荆州抗疫，两线作战，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贡献。

海南省中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

勇挑重担作表率
事迹简介：海南省中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承担着该院急危重症患者的综合
救治及监护工作，在医院派出支援湖北抗疫的医疗队中，有超过半数的队员来自
急危重症医学部或有在该部工作的经历。

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
海南省肿瘤医院专科医联体防控新冠肺炎医疗队
海南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海南省中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

最美抗疫英雄（12个）
三亚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郑辉才
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内二科主任邢孔彬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感染科护士、护理教学组组长薛梅丽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林芳崇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许梦莹
海南省中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张汉洪
临高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卫医师陈志波
海南省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预防控制室主任邱丽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李娜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儿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江
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病和热带病学研究室副主任吴涛
东方市港区医院住院部医生王家亮

优秀提名奖（13个）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吴祖茂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丹

最美抗疫英雄

海南省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邓春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林道炯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陈潇男

三亚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郑辉才：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许梦莹：

防控一线显本色

医疗队里
“暖宝宝”

事迹简介：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主动请缨，作为第一批医护
人员进入三亚中心医院感染科隔离区，参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他在请
战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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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东县第二人民医院内二科主任邢孔彬：

仁心仁术愈病患
事迹简介：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邢孔彬在乐东县第二人民医院
发热门诊值班，负责管理隔离病房。作为海南省第六批援鄂医疗队乐东
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在武汉奋战的 39 天里，他带队和浙江医疗
队、广西医疗队等一起治愈患者 208 人，其中危重症患者 63 人。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感染科护士薛梅丽：

儋州调声
“疗”患者
事迹简介：去年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工作期间，薛梅丽与队友负责
16 间病房的护理工作，患者全是女性，由于无处解闷，她们心情十分压
抑。为了帮助患者调整情绪，薛梅丽挑选几首好听的调声歌曲在病房里
播放，
受到大家欢迎。她开始教患者们唱调声，
带领大家跳舞。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林芳崇：

救治英雄倾心力
事迹简介：去年援鄂战“疫”
期间，林芳崇进入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
医院危重症病区工作，参与救治备受关注的两名“黑脸”医生胡卫峰和易
凡。他与中日友好医院同仁积极配合，采取了一系列救治措施救治两位
抗疫英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事迹简介：去年援鄂抗疫期间，许梦莹先后奔赴两个病区，与 3 批
护理人员并肩作战，被医疗队队员与患者亲切地称为“许妈妈”。除
了做好护理工作，她还负责所在科室的物资整理等工作，并悉心照顾
好每一位队员，定时给他们监测体温，
疏导医护人员情绪。

海南省中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张汉洪：

“中医尖兵”踏征程
事迹简介：去年抗疫期间，海南省中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张
汉洪不仅坚守省内疫情防控战场，还奔赴湖北参与疫情防控和患者
救治工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中医方案和中医力量，获得了有
关方面的好评。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李娜：

“战地玫瑰”分外红
事迹简介：在湖北洪湖抗疫期间，李娜担任海南省支援洪湖疫情防控医
疗队医疗组长。她发现当地的医院存在隔离病房布局不合理、防护用品不
足等问题，便与院方积极沟通，调整病房布局，同时向上打报告申请物资，让
临时抽调组建的队伍有效运转起来。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儿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江：

疾控战士打头阵

业务担当挑大梁

事迹简介：
去年抗疫期间，
陈志波先后在海南、湖北参与流行病学
调查、密接隔离、终末消杀、核酸检测等工作。在武汉的 45 天里，陈志
波与队友共采样并转运标本 1410 份，
对 23 家养老机构和 32 家集中隔
离点进行疫情防控指导，
累计对 1140 位患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事迹简介：去年疫情发生后，吴涛坚守省人民医院负压病房，协调物资、
调配人员，同时指导临床一线医护人员进行轻型/普通型病例的日常诊疗，
还负责科室对外的新冠肺炎会诊工作，一天休息不足 3 小时。后来，作为中
国赴孟加拉国抗疫专家组成员，他又远赴孟加拉国，为当地带去疫情防控
“中国经验”
。

事迹简介：2020 年 1 月 22 日，海南公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邱
丽临危受命，担任海南省疾控中心疫情信息组组长。她整理密切接
触者数据、撰写疫情统计报告、参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知识电视科
普、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上报疫情信息，每天只有约 5 小时的休息时
间。她所在的信息组出色完成了信息收集报送等工作。

■■■■■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吴国欢
万宁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华河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安奋
澄迈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科负责人曾德媛
琼海市嘉积镇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王馨渔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预检分诊团队

事迹简介：去年疫情暴发后，陈江主动申请前往湖北抗疫。到武汉后，
他在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第七隔离病区参与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工作，左眼有视力障碍，仍坚持穿防护服、隔离衣，戴眼镜、护目镜、帽子、口
罩查房，每次耗费约 4 小时。

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病和热带病学研究室副主任吴涛：

信息
“管家”昼夜忙

儋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杜秀琼

主动请缨为家国

临高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卫医师陈志波：

海南省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预防控制室主任邱丽：

海口市中医院副院长陈鸣

本版制图 陈/海冰

事迹简介：从 2020 年 1 月 27 日开始，海南陆续派出 7 批援鄂医疗
队员，分别到湖北武汉、荆州参与抗疫工作，经过两个月的日夜奋战，
为打赢荆州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展现
了海南医疗队不怕困难、能打硬仗的优良作风和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的崇高精神。

这大概是海南万千医护工作者
中最默默无闻，却又责任最重大的一
幅群像——他们千里逆行，与时间赛
跑 ，与 病 魔 较 量 ，用 生 命 践 行 初 心 使
命，为琼鄂两地人民筑起抗击疫情的
钢铁长城。
这可能是无数颁奖典礼上最朴实
无华，却又最沉甸甸的奖杯，致敬这样
一群无私奉献的人——他们从全国各
地而来，扎根海岛无怨无悔，用一颗笃
定之心书写海南医疗的新篇章。
3 月 21 日晚 8 时，伴随着一曲触动
人心的《致敬英雄》，由海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
的 2020 年度第六届海南省“百姓身边
好医护——最美抗疫英雄”
大型公益活
动颁奖典礼如约拉开了帷幕。
“白衣为甲，最美逆行，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波澜壮阔、悲欣交集，发生了
许多大事，在关键时刻涌现出许多可爱
的人……”
主持人的开场白拉开了整场
晚会的帷幕，也带领观众从现场出发，
走进隔离病房，来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一线，
去寻找
“最美”
的答案。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去年疫情期间，海南共派出 7 支 865 人
的援鄂医疗队，并选派专家团队赴孟加
拉国帮助开展疫情防控，如今最美英雄
们皆已凯旋。
他是谁？他出发时，妻子已怀有四
个月身孕，可作为医者，救死扶伤的天
职召唤他主动请缨，逆行湖北。因劳累
过度，他左眼视网膜脱落，仍坚守岗位，
诠释医者担当。他就是海口市妇幼保
健院儿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江。
他是谁？他勇挑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队（海南）副队长重担，带队赴武汉江
汉方舱医院参与患者救治工作，取得抗
疫主战场“多项第一”。他就是海南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陈潇
男。
他们又是谁？疫情暴发后，他们冲
锋在前，从技术指导、信息收集、流行病
学调查，到标本受理、疫点消毒、为公众
答疑解惑，他们为海南人民的生命健康
筑起了一座坚固的堡垒。他们是海南

省疾控中心传防所的白衣战士们。
伴随着庄严的颁奖词，抗疫英雄们
一一上台，接过沉甸甸的奖杯。这是一
次“最美”
英雄的团聚，在观众经久不息
的掌声中，他们享受最崇高的礼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海南火速集
结“白衣战士”，调集数万件医用物资，
数千吨生活物资，驰援荆楚大地。海南
省援荆医疗队是全国首支抵达荆州的
医疗队，也是最早投入战斗的医疗队，
帮助荆州挺过了艰难时刻。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犹记去年此
时，海南援助荆州医疗队队员和当地医
护人员话别，依依不舍的场景。晚会现
场播放的短片里提到了两地医护人员
在春暖花开时的约定。晚会现场，5 位
从荆州远道而来的战友来赴这场美丽
的约定。
“战友们，你们还好吗？去年 3 月
20 日，我们送走了最后一批海南的战
友，回忆起当初一起奋斗的日子，感慨
万千。今年的春天格外温暖，我们约定
早日重聚，现在荆州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我们也希望海南的战友们前往荆
州赏美景、品美食，弥补当初的遗憾。”
荆州卫健委副主任廖强在晚会现场动
情地说。
这是一个因为感动而倍感温暖的
夜晚。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观众
席上，不少人偷偷擦掉眼角滑落的泪
水，却又因为满怀希望而多次展开笑
靥，原来“最美”的力量，竟是这么激荡
人心！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
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
……”清新简单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
词唱出了孩子们的心声，颁奖晚会落下
帷幕。今年的“寻找百姓身边的好医
护”活动结束了，但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海南省支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
部总指挥陆志远的一番话却告诉我们，
这样的寻找将永不停歇：
“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祖国需要我们，人民需要我
们，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我们，请记住
我们的约定：
若有战，
召必回！”
“若有战，召必回”，这也是全场所
有医护人员集体作出最掷地有声的承
诺。
（本报海口 3 月 21 日讯）

最美抗疫英雄﹄大型公益活动颁奖晚会举行
——

一片“儋”心暖民心

昌江医疗集团党委副书记、院长丁文茂

■ 本报记者 侯赛

医者仁心 护佑苍生

昌江医疗集团党委副书记、
院长丁文茂：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刘锦纷

第六届海南省﹃百姓身边好医护

事迹简介：刘锦纷为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院
长，现任上海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研究所所长。自 2019 年其，他带领由
上海的心胸外科专家组成的“童心缘”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到海南服
务，已为海南 65 名先心病患儿做了手术，治愈率达 100%。

特别贡献奖（10个）

东方市港区医院住院部医生王家亮：

“暖男医生”干劲足
事迹简介：去年，王家亮参与组建东方八方医学观察点，后在观察点值
班，负责对入驻人员进行登记管理、心理疏导、治疗转诊等，因工作用心，被
称为“暖男医生”。观察点的工作结束后，他又投身校园疫情防控工作，在东
方多个校区守护师生平安长达 5 个多月。

■■■■■

被评为
“最美抗疫英雄”
的医务工作者在台下观看晚会。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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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