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公交将加密
早晚高峰发班车次
确保复工首日出行需求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张
磊）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海口
143条公交线路1月27日起已全部恢复运营。
为应对2月3日复工首日可能出现的客流高峰，
该集团将通过加密发班车次等方式，保障市民出
行需求。

为应对2月3日上班首日可能带来的客流高
峰，该集团将在确保公交线路首末班时间发班的
基础上，在高峰期加密发班车次，并根据客流量灵
活调度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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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皇马假日大酒店组织留观旅客办“不见面运动会”

线上“打卡”比拼 强身健体防疫

定安爱心企业为防疫
一线医护人员送水果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刘操）2月1日下
午，定安县政协常委、海南百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百美公司”）旗下天天吃果商城负责人
林如福带领员工，将122份新鲜水果送到省人民
医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一线医护
人员手中。

据介绍，百美公司日前决定，从2月1日起，
向省人民医院抗击疫情的一线医护工作者每人每
天免费提供一份新鲜干净的水果，以保证医护工
作者补充维生素C的日常营养需求，缓解工作压
力，共计划捐赠价值15万元的水果。1月31日，
林如福主动联系省人民医院有关负责人，确定于
2月1日起将第一批价值2.6万元的水果等爱心慰
问品送到省人民医院。

定安县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爱心企业负责
人向一线医护人员表达关爱和温暖，充分体现了
政协委员的责任和担当。同时希望激发更多政协
委员和企业家投入这场爱心活动中，团结一致，众
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陈思思

1月 30日17时许，在位于万宁
市北大镇的海南农垦东兴农场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兴农场公司）老橡
胶厂前，一张贴有“免费领口罩区”字
样的桌子格外醒目。“别急别急，还有
口罩。”在桌子旁，陈光琼向陆续前来
的居民们分发口罩。

41岁的“大叔”陈光琼是东兴农
场公司职工子弟，1997年到广东深圳
创业，现在当地经营一家装修公司。

“今年1月22日，我从深圳回到
老家，但没想到赶上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爆发，街坊邻里都很担
忧。”陈光琼观察发现，由于家乡地处
乡镇，市场上口罩供应不足，许多当
地居民难以买到口罩。

由于长期从事装修行业，平时施
工时常需用到口罩，陈光琼十分了解
各类口罩的防护标准，且在深圳市积
累了一定的医疗资源。“经过多方打
听，我们于1月26日和深圳一家专业
口罩厂商订购到6万只口罩。”陈光
琼说。

1月28日上午，6万只口罩经空运
从深圳到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陈光

琼先把2万只口罩捐给万宁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剩
下4万只口罩陆续捐赠给北大镇防控疫
情一线工作者，并以设置免费分发点的
形式，赠送给农场公司周边职工居民。

“多亏阿琼免费发口罩，我们放
心多了。”看到这一切，东兴农场公司
的职工们纷纷向陈光琼竖起大拇指。

（本报万城2月2日电）

本报嘉积2月2日电（记者刘梦
晓 赵优 通讯员罗颖 实习生陈宋
釜）“政府和酒店不仅照顾我们的饮
食口味，还创造出许多‘小欢喜’，让
我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2月 2
日，在琼海皇马假日大酒店接受医学
隔离观察的武汉旅客郎女士说。

郎女士的“小欢喜”，来自每天都
上演的“不见面运动会”。

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酒店里155名湖北籍旅客根据规
定，需要在琼海进行14天的医学观
察，不能外出。“起初，大家都挺配合，
时间稍微久了，有的人难免因为无法
外出，产生小情绪。”皇马假日酒店总
经理郑义南说。

就在此时，同样在酒店里进行医
学观察的湖北籍旅客吴东明找到郑
义南，向她提议组织大伙儿开办“特

殊运动会”，以缓解倦怠感。“这是个
非常好的提议。”随即，郑义南就在旅
客群里征求其他旅客的意见，没想到
这个主意受到了大家热烈的响应。

该运动会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形
式上的特别——进行医学观察的旅
客互不见面，大家在微信群里互相打
气鼓劲，不限活动项目，只要在房间
里坚持进行半个小时运动，一天完成
两次“打卡”即可。

客房就是“运动场”。每天的“打
卡”时间一到，旅客们便跟着音乐欢愉

跳动，有的选择仰卧起坐，有的选择跳
“抖音舞”，有的选择小跑。大家在有
限的空间里，体验着运动带来的快乐。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会把运动
过程拍成视频，发送到微信群里，酒
店会评选出最佳创意奖或最佳家庭
氛围奖。”有湖北旅居史的旅客赵正
伟认为这个活动既可以打发时间，也
能提高大家的身体素质。

“比起在酒店吃睡、看电视、刷手
机、刷视频，这个运动特别好，让大家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湖北籍旅客龚

惠娟说，在群里面互相分享运动的过
程，感觉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精神
状态也比之前好得多。

不仅如此，酒店还会对获奖的
家庭发放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牛
奶、八宝粥、水果等物资，更让旅客
们感觉到格外地温暖。“隔离病毒不
隔离爱，琼海市的贴心服务，让我们
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
吴东明说。

疫情肆虐以来，一些身处海南的
湖北旅客，面临既无法回家，又无法

在外地滞留的困窘局面。为此，我省
设置多个留观点妥善安置给湖北重
点疫区旅客。接待来自重点疫区的
旅客入住，不少酒店顾虑重重。

“关键时刻，总要有人站出来。”海
南皇马假日集团董事长黄俊忠积极配
合政府，于1月27日起拿出旗下位于
海口、文昌、琼海的4家酒店为湖北重
点疫区旅客提供食宿。“如果没人做这
件事，就不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开
展。我们站出来，也能让更多人参与
防控，这对社会是好事。”黄俊忠说。

在儋州健康服务管理中心
集中观留的湖北游客：

服务贴心周到
带来家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日前，儋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征
用城区某酒店作为健康服务管理中
心，将从疫区过来的旅客集中在此
居住留观。除免费提供餐食、住宿
等基本保障外，儋州还给游客买奶
粉，为孕妇检查身体，让旅客们感受
到了温暖与情谊。

“服务贴心周到。身在异乡，却
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2
月1日，说起这几天在酒店的生活情
况，来自湖北武汉的游客杨女士连
声称赞。杨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1月20日，她带着女儿来海南旅
游。1月27日，儋州市政府安排包
括她们在内的17人到健康服务管
理中心集中留观。

杨女士说，入住后，工作人员对
她们很关心，除了定期测体温，还专
门建了微信群，了解众人需求。1
月31日下午，工作人员特意根据留
观人员小孩的不同年龄，买了不同
配方的营养奶粉，大家很是感动。

儋州市爱卫服务中心副主任孙
占南介绍，为保证游客的饮食健康，
儋州按每人每天80元的标准采购
新鲜的食材，且精心设计每天的伙
食搭配，并对食材和饭菜进行安全
检测。据了解，目前共有46名湖北
旅客在儋州市健康服务管理中心居
住，所有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正常。
为了更好地做好防控工作，避免潜
在的感染风险，儋州市卫健委还特
意从儋州市中医医院抽调了10名
医护人员，替换酒店的服务员，给游
客做客房服务。

三亚卓达社区开展“地毯式、拉网型”精准排查，为居家观察人员提供周到服务

“最严”社区防控也能让人暖心

◀上接A01版
院士们表示，海南省建立“五级书记齐抓防

控”指挥体系，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管得很牢，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全国各地返程人流都在
逐步增多，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仍属于疫情重点防
控阶段，希望海南的居民游客们都要严格遵守海
南省委省政府的相关防疫规定。

院士们倡议，要加强对近14天去过武汉和其
他已知出现疫情的地区场所人员的检查、监测、隔
离，广大海南居民及游客应当无条件配合检查筛
查工作。每个人都要避免近距离接触咳嗽、发热
病人，尽量避免到医院探望病人。防疫期间不进
行大范围聚餐、聚会，不要举办公期等民俗活动，
不随地吐痰。倡导文明生活方式，形成人人有责、
人人负责的氛围。

院士们还建议，如果居民或游客有可疑的接
触史或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到政府指定的
医疗机构就医，如实告知医生自己在14天内的出
行史。居民及游客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多通
风，人多不去凑热闹，外出必须戴口罩，最好防护从
自己做起，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

在倡议书中，院士们表示：“我们相信，海南省
委省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全省人民一
条心，一定能够尽早迎来防疫的全面胜利。”

希望海南居民游客
无条件支持防疫工作

海垦东兴农场公司陈光琼订购6万只口罩捐赠分发

好心大叔自掏腰包助“战疫”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2月2日晚20时许，三亚市吉阳区
卓达社区居委会内灯火明亮，一个个忙
碌的身影来回穿梭。不一会，饭菜的香
味从卓达社区居委会里飘散出来，使得
原本冷清的街道多了几分烟火气息。

“社区防控是疫情防控的基础环
节，疫情当前，群防群控重任在肩。”
卓达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陈
泽爱说，该社区以吉阳区“五级党建
网格”平台为依托，建立了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工作机制，全力以赴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这些天，“以岗为家”成了社区工作
人员的常态。他们顶着“熊猫眼”，全面
开展“地毯式、拉网型”精准排查……他

们正在用一丝不苟的行动，织密防控
网，守好社区这道防疫关。

分好“责任田”坚守“主阵地”

连日来，陈泽爱总是早早地就出
了门，到社区居委会整理记录材料、
入户量体温、登记、发放口罩……每
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看似简单的工作，开展起来却并
不轻松。卓达社区成立于2013年5
月，包括卓达东方巴哈马小区和同心
家园5期小区。其中，卓达东方巴哈
马小区是典型的“候鸟”小区，旺季时
入住人口近万名。而与之相矛盾的，
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相对紧缺。

对此，卓达社区依托“区委—区驻
点机关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党小组
—党员”五级党建网格化管理平台，创
新“党建网格+社区管理网格”的管理
模式，划分3个防疫网格、包含5100
余户居民的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责任
网；细化编排入户排查组、信息报送
组、健康服务保障组，各工作组高效运
转、各党支部齐心协力、分工协作……
工作机制迅速建立，责任划分明晰，大
家迅速进入阻击疫情的前沿阵地。

在陈泽爱的办公桌上堆放着一摞
材料，其中卓达社区湖北籍人员到访排
查表上，清楚地记录着人员的到达时
间、身体状况、联系方式等信息。“疫情
来得突然，社区工作人员迅速出动摸
排，这些都是他们连日‘奋战’的成果。”
陈泽爱说，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卫生院、

物业扎实做好健康监测，对居家隔离人
员建立了健康台账，每天进行两次体温
检测，了解其最新的身体情况。

对于28岁的志愿者林凯来说，
为到访人员测量体温和入户摸排是
主要任务。大年三十是林凯上岗的
第一天，他一直忙到夜里22时。“做
好第一道防控关卡，才能让居民更安
全更放心。”林凯说，如今，进入小区
前，先进行体温检测，已经成为卓达
社区居民和志愿者之间的默契。

隔离不隔爱 关爱显情浓

物业人员当起了跑腿员，医疗“候
鸟”人才穿上白大褂……春节假期，一
件件温馨的小事在卓达社区发生。

最近，71岁的“候鸟”顾美林主动
认领了一项新任务，在卓达社区、红
沙社区的街头巷尾进行疫情防控宣
传，为过往居民免费测量体温、发放
资料、专业讲解疫情。

重新穿上白大褂的还有吉阳区
医疗领域的10余名党员“候鸟”人
才，他们自愿组成了应急医疗团队，
积极开展健康指导工作。

卓达社区试行“重点居家防护户
健康服务”办法，对排查出来的重点
人员，除了日常的健康监测外，还注
重人性化服务。“我们说服重点人员
居家隔离不外出，并在门口贴上重点
居家防护户标牌，提醒做好居家防
护，其所需的生活用品，由物业人员
统一安排送上门服务。”共青团吉阳

区委员会书记李娜说。
“我的快递到了，你们能帮我拿

一下吗？”“能帮我买点鸡蛋、纸巾、口
罩吗？”……为居家隔离观察业主购
买生活必需品，成为卓达物业股份有
限公司三亚分公司物业副总经理于
峰斌的日常工作，他的电话24小时
开机，负责帮大伙跑腿。

居住在卓达东方巴哈马小区的黑
龙江“候鸟”杨德斌注意到，一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让这个春节少了几分年
味，但是社区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
怀，让他感受到了别样的暖意和温情。

“我儿子年前从武汉回到小区

后，居委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我们
取得了联系，帮助开展居家隔离。”杨
德斌说，虽然每天不能出门，但是一
家人得到的关心一点都没少，“我们
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生活垃圾也由
物业派人来统一收走，虽然在家隔
离，但并没有把大家的心隔开。”

在卓达社区，不论是穿上“白大
褂”的医疗领域党员“候鸟”人才、身
着蓝马甲的志愿者还是其他坚守在
疫情一线的工作人员，均以不同的姿
态、共同的责任，全力打赢这场没有
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三亚2月2日电）

来自战疫 的报道

社区是城市的最小单元，是
传染病防控的重要防线。这道
防线守住了，就能有效阻击疫情
蔓延扩散。

连日来，各社区广泛动员群
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
实联防联控措施，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充分发挥基层防线作
用。即日起，本报开设“社区防
控在行动”专栏，敬请关注。

社区防控在行动

近日，青年志愿者为卓达社区居民测量体温。 （受访者供图）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杨曼 王聘钊 杜华林

“祝你生日快乐……”2月2日13
时许，海口市美兰区健康管理服务中
心上演温馨一幕：工作人员敲开608
房间，递上生日蛋糕，戴着口罩走出
来的方先生和儿子十分惊讶。明白
工作人员的心意后，方先生感动不
已，当场写下一封特别的感谢信。

在信中，方先生写道：他和妻子、
儿子一家3口来自武汉，原本想趁着
寒假带孩子外出游玩，此前已去到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不料，受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在抵达哈尔
滨的第二天，方先生便收到了武汉封
城的消息。

方先生一家辗转飞到海南，但是
出机场后，便被送到了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演丰镇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心，进

行医学隔离观察。原本糟心的旅程，
却在这里迎来了转机——

“在这里，每天都有专人消毒、测
量体温、送餐上门，并对我们嘘寒问
暖。”方先生说。

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工作人员
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得知，2月2日是
方先生妻子和儿子的生日，便决定为
她们母子策划一场特别的“双黄蛋”
生日会。于是，关怀服务组安排工作
人员刘兵专程去海口城区购买生日
蛋糕。

“中午12时去海口买蛋糕，13时
送到方先生房间。”海口市美兰区演
丰镇镇委委员李慧兰说，因海口的多
数商家仍处在歇业状态，刘兵连跑了
好几家蛋糕店，才如愿买回了蛋糕，
第一时间送到了方先生家人手里。

“这是我们过的最特别的一个春
节，也是我夫人和孩子过的最有意义

的生日。”方先生激动地说，感谢当地
政府对他们暖心、贴心的关照，感谢
这里工作人员的真情和关爱，这份意
外的惊喜让他们全家感动和感激。

健康管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中心自设立以
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竭尽所
能为需要服务的旅客提供人性化服
务，希望让他们感受到更多温暖。

（本报海口2月2日讯）

海口美兰健康管理服务中心上演温馨一幕

隔离母子的“双黄蛋”生日会

海垦向省红十字会捐赠
81万双手套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邓钰）海南日报记
者2月1日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获悉，为支援我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海垦控股集团已
紧急采购各类防护手套共计81万双，将捐赠至海
南省红十字会，防护手套预计下周运抵海口。

据了解，在我省防控防疫一线，防控人员十分
需要手套等相关物资。了解情况后，海垦控股集
团调动各方资源，协调其位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和马来西亚等境外的下属企业，在境外寻找具有
正规资质的可靠货源，紧急采购相关防控物资。

下一步，海南农垦集团将加大物资支援力度，
积极寻找正规采购渠道，助力供应医用口罩、防护
服和红外线体温测试仪等我省目前急需物资。

◀上接A01版
与海口唯尔科技签订了采购合同，购买3M品
牌N95口罩4万只、国产N95口罩5000只；向广
东森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单购买医用手套50
万副；向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下单3M品
牌N95口罩8.5万只；向义乌市苏一日用百货有
限公司下单采购50万副医用手套；向北京中健创
展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韩国产KF94口罩20万只；
向东莞市亚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采购N95口罩1
万只。此外，该局还在对接九州通医疗公司，以及
联系印度、韩国、埃及、越南、澳大利亚等地厂家，
洽谈订购医用物资事宜。

海口10天左右将建起
首个口罩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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