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 ■■■■■ ■■■■■

本省新闻 2020年2月2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刘笑非 美编：张昕A03

来自战疫 的报道

海口为集中医学观察旅客配置
“亲情热线员”

“老乡，有幸为您服务！”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梁崇平

通讯员 王聘钊

农历大年初七（1月31日）上午，和工作日
一样，7时不到，海口市美兰区政法委副书记陈
威麻利地起了床。洗漱间，手机响了，一条短信
发到了他的手机上——“您好，我们缺肥皂和晾
衣服的衣架，请问可以提供吗？”发来短信的是
正在医学观察的湖北旅客朱女士。

“好的，我马上联系！”顾不上吃早餐，陈威
立刻联系上区里临时留观点管理领导小组后勤
保障组的工作人员，将对方的诉求一一安排落
实。两小时后，操着一口湖北孝感话的陈威给
朱女士回了电话：“老乡，新年快乐呀！东西都
收到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陈威才放了心。

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输
入和扩散，从1月25日12时起，海口在全市陆
续设置11个健康服务管理中心，对来自湖北省
尤其是武汉市的过海登岛旅客进行14天的集
中医学观察。

“考虑到旅客背井离乡，心里又牵挂家乡亲
人，情绪难免受影响。为此我们成立关怀服务
组，组织湖北籍党员干部成为‘亲情热线员’，用
乡音为湖北在琼留置旅客提供线上温馨服务，
帮助他们疏导情绪、解决困难。”海口市美兰区
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1月29日，听到区里召集“亲情热线员”的消
息，包括陈威在内的11名湖北籍党员干部主动报
名，每人被安排负责对接50多名在琼留置旅客。

“老乡，你好！我是海口市美兰区政府的工
作人员，也是孝感人。根据安排，您在接受医学
观察期间，有幸为您服务……”一接到任务，陈
威就挨个给自己负责的旅客发短信，而为让老
乡们感受到诚意和温暖，短信的内容也经过了
反复琢磨。

29日，在美兰区灵山镇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的武汉人石女士主动给陈威打来电话，反映自
己的女儿情绪有些烦躁，因此想买些文具、作业
本让女儿做作业。接到求助后的陈威一口应
下，没想到在灵山镇、美兰区开车转了半个小
时，文具店都大门紧闭，最后在超市里买到作业
本，及时给石女士送了过去。

“其实不是急用的东西，老乡这么快就送
来，太体贴了。”听说陈威为了买文具来回奔波
一下午，石女士很是感激。

美兰区博爱街道办事处主任科员汪贤勇也
是“亲情热线员”的一员。1月15日，刚休完探
亲假的他从湖北汉川回到海口。疫情暴发后他
被要求进行居家隔离，在此期间，他还是通过短
信、微信、电话与旅客沟通。

汪贤勇对接的，是一位从湖北来海口看望儿
子的老太太。但老太太一直不愿住到健康服务
管理中心来。为此汪贤勇劝道：“您想吃啥、喝啥，
我们都给你买。您要是回家传染给家人，后悔都
来不及呀。”经过劝说，老太太最终同意入住。

令“亲情热线员”们欣慰的是，他们的真心付
出换来了老乡们的理解和共情。来自武汉的刘先
生在发给陈威的短信中写道：“理解海南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感谢美兰区的关心和爱护。我女儿
也是孝感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女婿也和您一样战
斗在防疫第一线。让我们共同努力，战胜困难。”

陈威说，“亲情热线员”的一句句熟悉的乡
音、一次次温情的服务，不仅向湖北同胞传递了
海南人民的关爱，更向他们传递了大家众志成
城、团结一致，共同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战的信心！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暖心故事

三亚一发热门诊护士连续工作晕倒

“没事，我还能上班！”
本报三亚2月1日电（记者李艳玫）2月1

日，一张三亚市人民医院护士坐在地上吸氧的照
片引起了公众关注。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照片

“主角”叫海元芳，是该院发热门诊的一名护士。
1月29日21时许，三亚市人民医院发热门

诊来了一名发热抽搐的儿童患者，海元芳和同
事紧急施救。抢救过程中海元芳突感心悸、胸
闷、心率加快，突然晕倒在地，身旁的同事赶紧
将她扶到旁边吸氧休息。

“科室同事都很辛苦。为了节约防护服和
口罩，我们都尽量延长工作时间，每个人都在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抗争。”海元芳回
忆，那天接诊的病人特别多，不仅要诊治病人，
还要安抚他们的情绪，从下午4时一直忙到晚
上9时，基本没有休息。

三亚市人民医院发热门诊有多位“元老”护
士，最年长的54岁。“我对发热门诊熟悉，就应
该冲在前面，做个榜样。”38岁的海元芳工作近
18年，一直在发热门诊工作，是“元老”之一。

发热门诊，是接诊发热病人的第一关，科学
有效甄别发热病人责任重大。在发热门诊要全
身上下严密防护，为了不浪费防护服，医护人员
尽量少喝水，减少上厕所频率，每天不停做着咨
询、抽血、清理医疗垃圾等繁琐工作。

“没事，我还能上班！”1月30日，经过一晚
上休整，海元芳申请回到工作岗位。考虑到人
力紧缺，护士长让她不得进入接触发热患者的
区域，在外围帮忙。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使命。现在全院上下
都齐心协力，攻坚克难，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我怎么能在家休息呢。”海元芳笑着说。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2月1日，大年初八。随着工作日
临近，越来越多市民走进农贸市场采
购瓜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海南日报
记者来到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坡巷路的
城金农贸市场“采购”，想不到市场里
300多个摊位“上座率”超过六成，蔬
菜摊位几乎全满。摊贩们的防护措施
也做得很到位，全都戴着口罩。

“今天叶菜价格不贵，上海青每
斤4.5元、莲花白每斤3.5元，黄瓜每
斤4元，要不要来点？”才走到市场门
口，就听见菜贩符丽双正在自家摊位
上吆喝，摆着的20多种蔬菜瓜果看
着新鲜诱人。

经不住“诱惑”，海南日报记者一
口气买了5斤叶菜和西红柿，没想到
还换来了符丽双的买菜省钱窍门：

“现在外地菜供应减少，要尽量买本
地菜，好吃又实惠。你看，今天外地
的金丝白菜要7元一斤，本地的大白
菜才2.4元一斤。本地油麦菜、菜花、
生菜、菠菜每斤都没有超过6元的。”

闲聊下符丽双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她过年只休息了一天，从农历初二
开始就回到了市场。“初二到初四，菜少
顾客也少。大年初五开始，蔬菜品种和
供应量基本恢复正常，菜价也跟着回
落。”她笑道，这两天她每天得进200多
斤蔬菜，一天营业额能达到1000多元！

市场里，海南日报记者还看到工
作人员开展市场巡查，督促摊贩明码
标价，按照倡议价格销售，还对存在

“阴阳价”情况的摊主进行了处罚。
逛到城金农贸市场的1号、2号

摊位，才发现是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直
营摊位，售卖的蔬菜价格更低，海南

日报记者随手挑了土豆、冬瓜，都是
最实惠的“1元菜”。

“今天的菜心每斤3.3元、油麦菜
每斤4元、本地小白菜每斤2.8元，来
晚点还买不到哩。”摊位销售人员说，
农历初一到初四，摊位上的蔬菜每天
上午9时后就销售一空，一天补3次
货都不够。

肉禽摊位上，猪肉、羊肉、牛肉、
鸡鸭都不少。“白猪五花肉29元一

斤，白猪排骨39元一斤，这都是最好
卖的！”摊主冯圣益笑道，“你放心，现
在每卖一头猪政府补贴200元钱，我
都严格按照倡议价执行，绝不乱开
价。你看今天进的一整头猪，不到中
午卖了一半啦。”

每斤22元的文昌鸡、12元的肉
鸭、17元的冻鸡翅在市场随处可见，
唯独市场的活禽区已全部关闭。听
市场里的工作人员说，为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大
年三十开始活禽区就关闭消毒。什
么时候恢复，还要等政府的通知。

在城金农贸市场一圈逛下来，2
斤上海青、3斤生菜、2斤菜心、2斤
冬瓜、4个土豆、4个西红柿、2斤五
花肉、2斤鸡翅——海南日报记者采
购了足够一家三口吃两天的蔬菜、
肉类，花了不到120元。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买菜记

海口市通过发放奖励补贴、免摊
位费、加大调运力度、畅通货运渠道
等措施，吸引菜农、摊贩迅速返回岗
位。为让摊贩积极响应政府倡议价，
1月起，海口市各大农贸市场对蔬菜、
猪肉摊主免收 1 个月的摊位费。目
前海口市蔬菜、肉禽供应已基本恢复

正常，价格与农历初一至初五相比有
大幅回落。

针对外地菜农不能及时返回、运
输不畅等原因造成本地叶菜供应不
足的情况，海口市按照每户补贴约
200元有机肥等物化补贴的方式，奖
励农历初七（1 月 31 日）前复工的菜

农，同时向市场启动投放 1000 吨储
备蔬菜。

目前，海口蔬菜、猪肉供应已逐
渐恢复，蔬菜日上市量已上升至935
吨。1月31日，海口市14种蔬菜均价
为 每 斤 4.34 元 ，黑 猪 肉 均 价 每 斤
39.64元，白猪肉均价每斤36.31元。

实验室检验检测样本、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开展消杀工作、储备应急物
资、前往车站开展体温监测指导、发放
健康宣传资料……疾控人的身影，在
疫情防控的各个环节。

如果说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
流调）是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

“关口”，那流调人员就是前沿阵地上
的“侦察兵”。

追踪密切接触者，对风险暴露者
进行医学观察，防止疫情扩大。每一
例确诊病例在获得有效治疗的同时，
疾控人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
流调，直接与病人面对面，摸清患者就

诊前每一个活动细节，排查所有的密
切接触者线索和范围，重点排查疫区
暴露史、活动场所、接触人群。虽如大
海捞针，但一个都不能漏。

“病人确诊后，我们要通过医院找
到病人做调查，了解他所有活动轨迹，
第一时间找到与病人有过近距离接触
的，包括家人、同事、朋友、共同就餐、
同乘一个交通工具、一起旅游等在内
的所有人员。随后对密切接触者及时
隔离、观察，防止疫情扩散。”刘莹说，
而患者的隐瞒或模糊记忆则给工作增
加了极大的难度。

“印象最深的一位确诊患者，说他

搭乘过一辆黑色的车，车上还有一对
母女。”刘莹说，面对患者提供的少量
信息，他们必须及时找到这对作为患
者密切接触者的母女，“早一分钟找
到，就少一些人感染。”

为此，刘莹和其他流调工作人员
身穿防护服在患者住过的小区保安室
里，足足看了4个多小时监控录像，并
逐一摸查车辆信息。

“好在最终找到了这对母女，并采
取了进一步措施。”此时刘莹才发觉，
因为防护服不透气，自己已出现眩晕
症状。

“有些信息我们需要不断核实、

保证准确，因此常常会给患者的接
触者多次打去电话。有人把我们拉
黑，就换电话再打，只为能争取多一
点信息。”刘莹感慨，流调队员对确
诊病例以及疑似病例和接触人员进
行调查时，往往也无法避免感染的
风险。

“挺心疼我们的队员，像侦探一样
排查各种线索的真伪，每天都像在‘破
案’。”自从开展流调工作以来，刘莹就
没回过家。“父母今年来海南过年，但
我只见了一面就投入工作，明天他们
就要回老家，心里愧疚但没办法，职责
所在。”

“大海捞针”开展流调寻找密切接触者 一次消杀能让胶鞋倒出汗水

披荆斩“疾”疾控人
■ 本报记者 马珂

疫情在哪里，他们就
追到哪里。“逆行而上”的
身影里，他们走在防控的
最前线。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袭来，他们是疫情
传播途径的“侦察兵”，他们
是扑灭疫情扩散的“消防
员”，他们是默默奉献、坚守
在防控一线的疾控人。

“或许没人知道我们
的名字、或许感染风险会
随时伴着我们、或许将来
没人记住我们做了什么。
但严防死守遏制疫情扩散
蔓延，守护大众健康是我
们的责任！”省疾控中心第
二流调组组长刘莹话语间
透露着坚毅。

在刘莹身后，是我省
1825 名疾控人筑成的一
道阻击疫情发展的坚固
防线。

嘟嘟嘟嘟……
2月1日下午，琼海市某小区内，

一阵马达轰鸣声，琼海市疾控中心负
责开展的消杀工作又开始了。

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疾控中心的
消杀组需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病患所
在地进行外围消杀工作，旨在将病毒
消灭在源头。而疑似病例一旦确诊，
他们还需要对确诊病例所住地进行
全面消杀。

每次消杀工作进行的两小时里，
消杀队员要在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

下大汗淋漓；在震耳欲聋的超低容
量喷雾器马达轰鸣声中逐渐习惯；
在直面带菌环境的危险下背着消毒
剂负重行动，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消
杀细节。

当疑似病例生活外围环境消杀工
作结束，消杀队员龚伟脱下防护服时，
整个脸都憋得通红。“实在是太闷了！”
即便龚伟每天要面对，但他还是不停
地大口喘着气。

“队员不仅要面对病毒感染的风
险，每天接触大量消毒液同样会对身

体造成损伤，我们能做的就是将防护
装备做好，尽量保护好自己！”琼海市
疾控中心副主任马涛说。

琼海市疾控中心消杀组组长蔡
昌志在现场完成了消杀工作后，脸
上留下了明显的口罩勒痕。由于对
消毒液中的氯轻度过敏，蔡昌志工
作前的防护准备必须做到密不透
风。“皮肤沾到会痒、红肿，不过都是
小事，阻断病毒才是第一位！”蔡昌
志说道，此时他的护目镜里已慢慢
起了水雾。

“消杀组共12人，分成3组，保障
琼海市的消杀工作。遇到确诊病例
时，还需要组织相关环境的人员转移，
并进行全面消杀，我们队员最长一次
工作，足足进行了近4个小时！”琼海
市疾控中心主任王会宽坦言，消杀队
员们一次消杀工作结束，穿的胶鞋里
都可以倒出汗水。

“虽然心疼，但在疫情面前，疾控
人责无旁贷，必须尽最大可能让更多
人避免感染。”王会宽说。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疫情防控前线“侦察兵”

把病毒控制杀灭在源头

① “乡亲过年好！管住嘴，不要吃野味，杀鸡杀羊要防护，手套口罩不能少……”2月1日，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党
员干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利用传统的敲锣流动宣传等方式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本报记者 袁琛 摄

③ 1月29日，儋州市新州镇，各村村口设立疫情检查站，加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② 1月30日，万宁市山根镇龙墩村，党员干部对进出村民进行体温监测。一旁移动广播不断用海南话和普通
话播放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知识。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③③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各乡村采取村级广播、流动喇叭、敲锣宣传及微信推送等多种
接地气的方式宣传疫情防控工作，把最新的疫情资讯、防控科普知识到普及千家万户。

广播锣鼓齐上阵 防疫知识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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