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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发生以来，省人民医院
调配精兵强将奔赴抗疫战场，核酸采
样、核酸检测、院感指导、重症救治、
担任志愿者……省医院支援的足迹
遍布全省，涵盖三亚、海口、儋州、琼
海、万宁、定安、五指山等地。

8月21日晚上，党委委员、副院长
陈涛带队，200名精干医护团队开赴三
亚支援抗疫。派出的专家团队来自于

医院内科、外科、心血管、麻醉科、介入
科、超声科、心电图、手术室、医务管理、
院感、后勤保障等科室，“队伍中不乏资
历深厚的科主任和护士长，相当于组成
一个可以独立运行的‘小型医院’。”海
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黎程表示，这次的
任务相当艰巨，充满了未知的挑战，将
整建制接管三亚市中心医院220张床
位，主要收治已确诊新冠肺炎的孕产

妇、儿童、新生儿、老年人等。
此前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田佳

已支援三亚中心医院负压病房，与广
东、浙江、海南的重症医学专业医护
团队一起抢救危重症新冠肺炎患
者。截至8月24日，田佳支援的三亚
中心医院已有5名 ICU重症和危重
症患者摆脱了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
无疑给海南人民抗击疫情注入了强

大的精神力量。
每一次扬帆远航都需要照亮灯塔

的勇气；每一次砥砺前行都需要坚韧的
思想定力。“在院内零感染的基础上，
保证全省疑难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并且全力支持海南疫情防控！”这是海
南省人民医院的政治担当与历史使
命。海南省人民医院也将不负重托、不
负嘱托，在接续奋斗中书写亮丽篇章。

一种担当名叫省医
支援抗疫足迹覆盖多个市县

一颗初心守使命 一片赤诚尽担当
——海南省人民医院书写疫情防控下“从不缺席”的省医答卷

又是一次没有硝烟的
战场！

对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全
体职工而言，这是一场既熟
悉又陌生的战疫。

熟悉，因为自2020年以
来，无论在省内抗疫还是赴
省外援助，从不缺少省人民
医院的主力军身影。陌生，
是因为此次疫情省内多点蔓
延，要扛得住防疫职责又要
守得住省内危急重症患者治
疗保障，省医面临新的考验！

红色旗帜、白色战衣、责
任在肩、使命在前！海南省
人民医院上下4000余人，心
怀“人民健康至上”初心，不
畏、不惧，拼尽全力书写“省
医担当”！

当8月1日三亚出现第1例确诊
病例后，以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姜鸿
彦为组长的海南省人民医院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便敏锐地察觉到这波疫
情的特殊性。

连续三天院内紧急召开动员部

署会议，全员备战，随时迎接大仗
……全员对阵疫情，整个过程迅速、
有序地进行，从上至下就像一支训
练有素的部队在有计划、有步骤地
作战。

从 8 月 5 日起，海南省人民医

院的党委会牵头研判分析疫情形
势，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保障医疗
安全。

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关怀
备至、医院党委的有力号召，让海
南省人民医院全体员工有了抗击

疫情不惧风雨的勇气和劈波斩浪
的力量。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困难当
前，唯有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
开新局，才能突破疫情阴霾的天空，
迎来万丈光芒。

一面旗帜引领抗疫
医院党委会牵头统筹疫情防控三亚

8月1日 200名医护人员支援
三亚核酸采样，截至目前采样总量
将近 100万份

8月21日，200名精干医护人
员支援三亚抗疫，接管三亚中心医
院220张床位

海口
海口核酸采样支援队支援人次

将近 7000 人次，覆盖海口市秀英
区、龙华区等区域；35名医护支援
海口某方舱医院

琼海
海南省人民医院派驻博鳌瑞金

医院的 15名医护驰援琼海核酸采
样工作

儋州
重症医学科、心内科CCU、急

诊 ICU的 15名医护驰援儋州中心
医院负压病房

万宁
2名医护人员赴万宁中医院督

导疫情防控工作

定安、琼中
5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主动

担当，支援当地抗疫工作

五指山
1名医生支援海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投身当地抗疫工作

美安实验室
28 名医护支援海口美安实验

室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防范院内感染是医院各项工作
能够持续开展的底线，绝不能失守！”姜
鸿彦这条要求，是两年多来与疫情作战
的经验所得。三亚疫情发生后，医院疫
情防控指挥部第一时间便进行医院内
区域风险分级管控，既保证涉疫区域的
精准防控，又保证必要的医疗运转需
求。“迅速排查医院内涉疫人群，对不同
风险人群提出管控建议，科学精准防
控。”院感疾控部部长吴彪介绍，凭借着
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多年的抗疫经验，吴
彪配合医院疫情防控指挥部很快便拿
出了一套完整的应急方案——

将预检分诊搬到大门口。“您好，
请配合查验健康码、行程码、核酸采
样记录。”由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成
的志愿者队伍每天早上7点便到达
门诊岗位值守，他们的任务是对患者
进行“一问二扫三核验”，根据核酸结
果及中高风险疫区分流就诊通道，

“细节决定成败，将关口前移，守住大
门口。这是防疫的重中之重。”海南
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李亚清说。

实施核酸检验“快检、快出、快
报”。“有风险的先检”，根据患者来自
疫情风险区的高低情况实施分类核

酸检测，以便达到快速评估的效果。
设立第二急诊区及综合缓冲病

区。“医院腾空了一栋楼用作全院综
合缓冲病区。”医务部部长王琳介绍，
综合缓冲区采取“病人不动医生动”
的理念，病人从第二急诊过渡到综合
缓冲区接受诊疗，由专科医生到综合
缓冲病区为急危重症患者诊治。“综
合缓冲病区收治的都是核酸不符合
医院就诊要求或者来自疫情中高风
险区的急危重症患者。我们的任务
是‘排雷’，确保疑难急危重症患者的
生命健康，也确保全院患者及医护人

员的安全。”感染科副主任吴涛说。
设立院内的转运通道与规范，制

订特殊的转运路径。内分泌科副主任
医师陈存仁就是临时抽调的院前急诊
转运医生之一，他主要的任务是随车转
运患者。从第二急诊区到综合病区的
绿色通道，院内转运一天高达70多
次。“支援院前工作，就是每天重复着将
患者过床到转运床上，推上急救车再推
到CT床上，检查结束后再推上急救车
送回去。”身着厚重的防护服重复院内
转运，这无疑是一场体力的消耗战，但
支援院前转运的医生毫无怨言。

一个底线绝不失守
关口前移 精准分区分类防范院内感染

无论疫情有多凶险，省医院4000多名员工从
未退缩。在这里，永远只有枕戈待旦，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守土担责！

战疫情，也要守本责。救治容不得半点耽误，
守护生命是医者本能，省人民医院给众多疑难急
危重症患者和家属带来希望。

“无论是核酸阳性还是红码、黄码、核酸是
否符合要求，只要是危急重症患者都可以在省
医院一站式解决。”医院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姚嘉表示。为了保证疫情期间“大病有
人看，有人托底”，采取“慢病缓收”的原则，按
照首保疑难急危重症手术，限期手术限时完
成，择期手术有序推进的思路，海南省人民医
院打造疫情期间急诊急救“快车道”。并且根
据疾病的分类分级，第二急诊接诊疫情中高风
险的急危重症，第二门诊接诊疫情中高风险区
的疑难疾病。截至目前，第二急诊已收治了
700名患者。

“请专家研判该患者是否符合收治综合缓
冲病区的要求？”“患者来自高风险疫区，核酸
暂不符合院内防疫要求。急需绿色通道手术，
请问术后收入综合缓冲病区吗？”吴彪的微信消
息提示音一直没有停止，5分钟内“疫情期间住
院评估团队”微信群便弹出上百条信息，群聊信
息关于疑难急危重症患者的收治流程、院感指
导等内容。为有效促进疑难急危重症患者的研
判收治工作，医院建立了住院患者评估专家团
队，组建6个研判组，每组由2名临床专家与1
名院感疾控部的工作人员组成，每日轮流开展
工作研判，24小时无间断评估病情，并紧急协
调收治综合缓冲区和专科缓冲区患者的入院流
程、绿色手术通道，提高就诊效率。

河南的王女士是疫情期间海南省人民医院收
治的疑难急危重症患者之一。因疫情滞留三亚，
她突发胸背部撕裂样疼痛，被当地医院CT检查
确诊为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尽管王女士来自
疫情高风险区，但海南省人民医院还是为她开启
了急诊绿色通道。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堪称‘人体炸弹’，一
旦发生其死亡率以每小时1%—2%递增，接近
50%的患者于发病后48小时内死亡。必须尽快
手术治疗！”心脏外科主任柳德斌表示。急性A
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本身是最危险的大型手术之
一，在疫情影响下这个手术更是难上加难。

8月20日凌晨5点，一场多学科协作的特殊
战役在负压手术室打响。手术团队穿着密不透
风的防护服、戴上N95口罩、面屏不间歇坚持
8—10小时操作。器械不断传递，手术在紧张而
有序地进行。“夹层已经破裂！”大量暗红色血液
从心包切口处不断涌出。幸好手术团队拥有丰
富的经验，提前做了动脉插管，及时把出血回
输，运转体外循环。经过6个小时奋战，成功完
成了冠状动脉开口加固成形、主动脉窦部成形、
升主动脉和全主动脉弓置换手术。接下来是手
术的第二个关键环节：止血！这一过程中任何一
个小小出血点的遗漏，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又
经过4小时的浴血奋战，出血彻底止住了，患者
的生命得以挽救！

（撰文/冯琼 王可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省人民
医院提供）

一份责任不负生命托付
做疑难急危重症患者的“托底”医院

海南省人民医院200名医护人员星夜驰援三亚抗疫。⬅省医多学科联动全力救治三亚患者。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叶媛媛
见习记者 陈子仪

连日来，我省文昌、琼海、定安等
地，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创建无疫社区
和无疫村组，各地党员干部以满腔热
情做好群众工作，齐心协力争创无疫
社区和无疫村组，群策群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文昌铺前铺渔码头
多举措守好疫情防线

文昌是我省无疫市县之一，也
是渔业较发达的市县，铺前镇铺渔
码头人员复杂，且渔民多从海上归
来，管理难度大，渔港是疫情防控的
重中之重。如何在疫情出现之初就
有效把好源头关？

“岛内出现疫情的第一天，镇里
就给我们发放了疫情防控的折页。”
渔民杨绳波说。折页主要围绕“预

防新冠肺炎疫情，渔民出海做好哪
些防护”向渔民科普预防知识。除
了“勤洗手、常通风”等一些常规操
作之外，还进一步帮助渔民在日常
生活中加强预防。

在学习彩色折页知识的同时，每
天做核酸检测，也是铺渔码头渔民的

“必修课”。
铺前镇党委委员韩春艳介绍，

目前铺渔码头有338艘渔船等待出
海。在加强防护宣传的基础上，镇
里制定了一系列的出海防控举措。
海岸警察总队第二支队铺前海岸派
出所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管理系统，
近海雷达监控系统，岸线防护圈监
控系统，协助铺前镇政府全面加强
岸线巡逻防控。“每位渔民出海都要
登记在册，包括船上几个人，去什么
地方。登记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进
行核对，降低出海后的感染风险。出
海回来后，也会专门安排做核酸采
样，守好来之不易的‘无疫’成果。”韩

春艳说。

琼海纪纲社区
老社区有一群贴心“服务员”

琼海市嘉积镇纪纲社区位于嘉积
镇中心区域，是一个有着超5000人常
住人口的老社区。因为管辖琼海汽车
站，且环球春天广场核酸采样点承担
了滞留旅客核酸采样工作，区域内人
员流动大，有着不小的疫情防控压力。

为了确保社区居民“应检尽检、不
漏一人”，纪纲社区会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提供上门采样服务。纪纲社区党支
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郭泽雄介绍，老社
区居民楼大多没有电梯，为了提高核
酸采集效率，社区工作人员会挨家挨
户走一遍，和群众做好沟通，确定最优
路线。

纪纲社区居委会委员张昌伟表
示，为了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纪纲社区
将该片区分成4个网格，安排社区工

作人员专人对接。本轮疫情期间，纪
纲社区共有7户25人居家隔离。送
菜、买药、核酸采样……社区人员摇身
一变“服务员”，为群众提供贴心服
务。8月24日，纪纲社区内所有居家
隔离人员均已解除隔离。

本轮疫情以来，尽管纪纲社区并未
发现确诊病例，但社区工作人员从未放
松。在琼海市中心市场看到居民没有
戴口罩，郭泽雄总会上前提醒。

定安九所村
线上线下联防联控

8月25日下午2时许，定安县富
文镇墟，九所村党支部书记符燕荣正
在邀请一位居民，加入该村组建的“居
民携手战‘疫’群”中。

本轮疫情暴发之初，九所村迅速
组建起一支流动宣传队，动员多方力
量，通过“大广播”“小喇叭”等多种形
式，建起疫情防控的“空中阵地”。

符燕荣说，得益于宣传和各项防
疫工作的扎实推进，截至目前，九所村
无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病例，在防
疫工作中保持住了良好的“零状态”。
但这并不代表九所村的防控工作完全
消除了盲区死角。

“依据属地责任，富文镇墟也归属
于九所村委会的管辖范围。这个区域
外来人口多，人员流动较大，这给疫情
防控工作带来了不小隐患。”如何解决
这一难题？九所村包点组长林春汛认
为，宣传工作是重中之重。

此外，在推动线上、线下宣传的同
时，九所村还尝试通过有奖举报，发挥
熟人效应，引导居民人人争当“宣传员”

“监督员”，通过邻里之间“口口相传”，
不断强化疫情防控的“监督网”。

“通过不断织密疫情防控四张‘宣
传网’，九所村委会将继续高效、扎实
推进各项防疫工作，全力筑牢常态化
疫情防控屏障，守好辖区安全防线。”
符燕荣说。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我省多地开展无疫村（社区）创建

防疫“口口相传”防控“步步为营”
屯昌县屯城镇
青年志愿者助力抗疫
协助完成5500名群众核酸采样

本报屯城8月25日电（见习记者刘宁玥 记者
谢凯）8月24日下午，屯昌县屯城镇城北社区干部
叶长敏在微信群发布“招募8月26日第六轮全员核
酸检测志愿者”的通知，10分钟便收到了四五十条
报名信息。

“微信群里都是参与社区疫情防控的青年志愿
者。”据城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泰霖介
绍，城北社区常住居民近5500人，社区“两委”干部
仅有9名，我省新一轮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每名干部
要负责摸排500多人的健康码、行程记录等信息，应
对居民后勤保障需求等，工作任务重。为保障社区
全员核酸高效有序完成，城北社区组建了一支志愿
者队伍。

8月7日，屯城镇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前一天，
城北社区发出“招募青年志愿者”的通知，很快组建
起一支20多人的志愿者小队，与社区干部齐心协
力，在城北社区两处全员核酸采样点搭起连片的帐
篷，拉起数百米长的隔离带，各类指示牌、通知，供居
民扫描出示健康码的二维码等布置得井井有条。

“有了这次的经验，之后每一轮核酸采样前，都
由志愿者参与搭建场地。”叶长敏说，“我们还培训这
些志愿者们引导群众出示健康码和预约检测二维
码，提升核酸采样效率。8月8日至今，他们负责维
持秩序，保障核酸采样工作高效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