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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日，在海口市
龙华区城金农贸市场内的
菜篮子集团直营网点，市
民选购“一元菜”“特殊菜”
和基本菜等。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影响，市民多在
家吃饭，为保障蔬菜供应，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组织
了大量蔬菜，让市民能够
买上放心菜、平价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通讯员 林晓婵 摄

检测药物

1月29日，在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到
达厅，工作人员监测
查看到港旅客体温
状况。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月31日，海
口市秀英港码头
防疫人员正在对
刚空舱的轮渡进
行全面消毒。载
客航行过程中，工
作人员还会根据
客流量在旅客集
中区域进行多次
消杀，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全面
消毒

严格监测

■ 本报记者 马珂

1月 31日 12时，海南省人民医
院传染病医院的护士温美樱沿着一
条规定的线路走回了生活隔离区。

从1月23日开始，这条路就连起
了温美樱工作和生活的全部。

为了控制传染风险，传染病医院
的全体医护从投入一线那刻起，就需
要24小时留在医院，工作外的时间
在指定区域生活，自我隔离。

1月31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医
护们的生活隔离区，探访防护服“战
衣”下白衣天使们的另一面。

生活在隔离区，相互间
尽量避免过多走动交流

省人民医院某栋大楼门口，一个
黄色的警示牌挡住了路。温美樱绕过

警示牌，由保安帮她打开了电梯。
“这里是我们的生活隔离区，为

了防止外人闯入，电梯只能由保安操
作，我们需要的话可以用对讲机找他
们。”温美樱在电梯里向记者介绍。

想进医护的生活区，还需要过一
道密码门。密码门打开，是一层病房。

“这是还没开科的病房，环境比
较新，医院照顾我们，就让我们住了
进来。”温美樱走进了她的房间，“我
们是4个床一间房，旁边原来的活动
室也加进了病床，给一线医护休息。”

温美樱告诉记者，医院规定一人
一床，宿舍之间也要尽量避免过多走
动和交流。

“回岗太匆忙，投入一线后就直
接需要隔离了，我们多数都没有带自
己的生活用品。”温美樱笑着告诉记
者，很多女医护日常必备的护肤品，
目前都是共享的。

楼道里有张桌子，上面摆着刚送
到的午饭，袋子上写着“医生加油”。

温美樱指着桌子说，有爱心企业和
人士会给我们送来吃的，“你看这里有袋
小点心，也是不知名的人想办法托人交
给我们的，真的很感谢他们，很温暖。”

口罩勒得脸上起泡，手
被闷得发白破皮

省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发热门
诊医师葛军渐渐从刚开始几天超负
荷的工作状态中缓解下来。

“刚开始的几天，发热门诊患者
一天能达到近300人，我在发热门诊
戴N95口罩穿防护服，一坐就是七八
个小时。”葛军说，没两天的功夫，在
生活区洗澡时觉得脸疼，照镜子才发
现，由于长时间被口罩勒着，口罩和
防护服又必须不留缝隙，导致脸上被

勒出了血泡。
“直到现在，我们的医护出病房

后，摘下口罩时脸上都会有一圈很深
的红印。”葛军说，脸被勒红，手被手套
闷得发白破皮，是一线医护们的常态。

“有些医护人员穿防护服时间久
了，脱下来会出现闷到呕吐的现象。”
葛军说，她有时候会轮班到专门给武
汉人员设置的发热门诊值班，感染风
险比较高。“忙起来顾不上想什么，甚
至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但既然选择
了这份职业，就要做好！”葛军说道。

只能通过手机和家人道平安
“你还好吗？小心点”“放心吧，

我挺好的”……
1月31日中午，温美樱和父母打

了个视频电话。听她说一句“我挺
好”，父母脸上便有了笑意。

温美樱告诉记者，父母很支持她

的工作，不会主动打电话给她，怕影
响她的工作和休息。

“每天我们通次视频电话，只要
知道彼此平安就好。”温美樱说，很感
谢父母的贴心，当初奔赴一线时，没
敢和父母说太多，后来父母虽然知道
了她在一线工作的危险，也只是叮嘱
她工作时，一定要细心。

另一边，葛军也很想家，但是为
了家人的安全，她必须自觉集中自我
隔离。“妈妈有时候打电话，我会因为
太忙没办法接到，现在只是晚上才有
时间通个电话叮嘱我吃好睡好。”

省医院的后援医护梯队，不断地
补充到一线，缓解救治压力，发热门
诊的病人也逐渐在减少，不再有那么
多普通感冒发烧病人。“我们相信会
越来越好的，也请所有的患者给予我
们多一些理解。”葛军说道。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

海南日报记者探访省人民医院一线医护人员：

24小时驻守医院 脸被口罩勒起泡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我们今天出了一批再立克（盐
酸阿比多尔分散片），主要发往湖北、
江苏、江西等地。”1月31日，海南先
声药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庆
祝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再立克是目前用于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急需药物之一，
也是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主要的产
品之一。截至1月29日，该公司已生
产4.5万盒共计53万片再立克，通过顺
丰专门物流送到了武汉定点医院及相
关医疗机构，同时也向全国包括北京、
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27个省市区
共计300家医院发去再立克。

从1月20日开始，海南先声药业

的生产设备24小时“连轴转”，40多名
员工“两班倒”，不间断，加班生产抗击
疫情药物药品。

1月30日零时许，海南先声药业
实验室里静悄悄的。在岗工作的检验
员张雪娇默默忙着工作，她和同事要
给当天生产的不同药品样本分类、预
处理、做标记、放入设备，并进行检测。

“在药品生产过程中，要经过两
道检测，成品完成后是最后一道检

测，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隔着口
罩，张雪娇说道。她右手攥着记号
笔，左手握着一管药品样本瓶子，准
备标记好后放入设备进行检测分析。

在另一旁的药品生产车间内，其
他工作人员正忙着将原料推入烘干
区，进行低温烘干。

过年这几天里，海南先声药业生
产车间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实际上，
疫情急需药物生产的“集结号”，在过

年前就吹响了。
原材料供应、生产……一环接着

一环，哪一环都不能落下。“必须要确
保安全生产，保证质量，保证产量，照
顾好员工。”先声药业集团董事长任
晋生说。

夜已深，上一班员工陆续离
开。接下来，会有另一拨换班员工接
续他们，到岗上班。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

现场直击

海南药企生产53万片再立克助抗击疫情

设备连轴转 员工两班倒

来自战疫 的报道

1月29日晚，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实验室内，检验员张雪娇在标记用
来盛装药品样本的小瓶，为质量检测做准备工作。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隔离病毒 不隔离爱

三亚为鄂籍旅客
提供贴心吃住服务

暖心故事

保供
稳价

悉心关爱 齐心防疫

武汉“候鸟”在澄迈
安心度过隔离期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大米、鱼肉、蔬菜、消毒酒精……接过沉甸甸
的生活物资，澄迈县华西·芙蓉海小区湖北籍住户
龚先生连声道谢。“也感谢您的配合，这么多天都
自觉居家隔离。”社区工作人员曾雪笑着答道。

1月31日是武汉“候鸟”龚先生进入澄迈的第
15天，辖区管理单位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
心、澄迈县大丰镇政府、大丰镇卫生院等单位的工作
人员，一早来到龚先生家门口为其送去生活用品，并
进行相关检查，告知他们已解除居家医学观察。

接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后，金马物流管委会联合大丰镇政府，组成疫情
防控小组，抓紧开展逐户排查，发现龚先生一家3
口是1月16日从武汉来琼过冬的“候鸟”，并向其
介绍防控要求。了解到国家最新的防控要求，为
不给别人添麻烦，龚先生主动要求居家隔离。

为满足龚先生一家日常生活需要，金马物流
管委会安排曾雪当“代购员”，发动小区物业为居
家隔离的龚先生家及其他有同样情况的“候鸟”提
供“跑腿”和健康服务。

“一开始是由小区物业代购，后来我担心物业
工作繁忙，不能及时把生鲜物资送到龚先生家，就
加了他们的微信，这样也方便随时了解‘候鸟’老人
及家人的生活需求和健康管理情况。”曾雪说。

曾雪表示，担心在家隔离的“候鸟”们吃重复
的食物会吃腻，自己还委托单位负责采购的同事
捎带过好几次食物，陆续垫付了近700元。此外，
曾雪还将市面上紧俏的口罩等消毒防疫用品及时
送到了龚先生家。

曾雪及社区管理单位的送温暖行动不止这
些。龚先生介绍，一天，他的家人出现拉肚子症状，
金马物流管委会第一时间联系大丰镇政府，随后大
丰镇政府立即安排大丰镇卫生院院长王澄畅上门
查看。第二天病人的症状就慢慢减轻，好转起来。

随后，在曾雪及金马物流管委会和大丰镇政
府的帮助下，龚先生一家顺利度过隔离观察期。

（本报金江1月31日电）

1月30日，爱心企业员工为湖北籍旅客准备
晚餐。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摄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梁君穷

“餐食天天不重样！咱们不仅要让湖北旅客
们品尝到海南美食，还要尽可能为他们烹饪家乡
菜，做出‘家’的味道。”1月30日，已经过了午餐时
间，三亚东海龙宫餐厅行政总厨谢月林和同事边
就餐，边讨论着晚餐的菜谱。

原来，1月28日，为妥善解决滞留的湖北重点
疫区旅客的住宿问题，三亚指定三亚丽景海湾酒
店等两家酒店以优惠价格提供给湖北重点疫区旅
客入住。两家安置酒店成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之下鄂籍旅客温暖的“湖北之家”。两天过
去，三亚丽景海湾酒店有70多名鄂籍旅客入住。

解决了鄂籍旅客“住好”的问题，如何让他们
“吃好”，也牵动着大家的心。1月30日，三亚市海
鲜餐饮协会发起免费送餐服务活动，每天免费为
部分湖北旅客提供午餐和晚餐。

“文昌鸡、辣椒炒肉、红菜苔……”谢月林从口
袋掏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式菜品，有
本地菜，也有湖北菜，“我们担心准备的饭菜不合湖
北朋友们的口味，还为每间住户提供了一瓶辣酱。”

当天18时许，三亚丽景海湾酒店开餐了。按照
惯例，酒店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各个客房门前。

打开餐盒，来自湖北武汉某高校的教师裴女
士一家又多了一份惊喜。“早上有辣酱，下午还有
一个大芒果，实在贴心。”裴女士说。

这是她一家第一次到三亚旅游，“有遗憾，但
更多的是感动。”裴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春节
前夕，他们一家人从武汉来到三亚，在酒店入住后
才了解到疫情形势严峻，“第二天，我们立刻到三亚
市中心医院进行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裴女士一家非常理解目前疫情防控的要求，
积极配合酒店工作人员和政府部门在酒店进行隔
离观察。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隔离期间，这是裴女
士的切身感受。“您看看明天早上想吃啥？”“我女
儿的肠胃炎还没有好，能不能准备一些清淡点的
食物？”……滑动着与酒店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
录，裴女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吃着热饭菜，胃暖
心更暖，这里有‘家’的感觉。”

“没有在三亚好好游玩肯定是一个遗憾，但
是海南人民的淳朴和关爱，让我觉得这趟旅行很
温暖，也给了我们面对疫情的信心和勇气。”裴女
士说。 （本报三亚1月3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