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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之手
叶长江是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护士，主动申请到医院传染科重症负压病房工作，护理

重症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这是叶长江穿戴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经过连续5个小时高
强度的工作后，浸泡在汗水中的一双手，起了白色褶皱。 （海南省人民医院供图）

必胜之手
① 2月5日是省人民医院第二梯队

进入隔离病房的第二天，病房内，穿戴防护
装备的医护人员比出胜利手势，透过窗户
传递出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互助之手
② 2月5日，在省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一名护士为同事系上手术服带子。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援助之手
③ 2月4日16时，“湖北加油！中国

加油！必胜！必胜！”的口号声在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出发大厅里此起彼伏。由100名
护士组成的海南省援鄂护理医疗队即将出
发奔赴湖北，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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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聘钊

“你们是干什么的？外来人员一律
不得入内！”2月4日上午，媒体记者一
行来到海口市美兰区美丽沙社区世纪
海岸小区采访，不料吃了“闭门羹”，小
区保安队队长陈井付一把将所有人拦
下，坚决不让大家踏入小区一步。

记者们刚欲解释，被挡在门外的快
递员却熟练地卸下包裹，掏出手机，拨通
了一位业主的电话，说：“你好！快递送
到了，请到小区门口来取一下。”不一会，
一位戴着口罩的业主走过来，在接受陈
井付的体温检测后，取了包裹。“疫情当
前，天天过来的快递员，我们都不让进，
陌生人就更不行了！”陈井付坚持说道。

适时赶来的世纪海岸小区党支部
书记唐雪晴解了围。“陈大哥，他们是媒
体记者，过来采访报道我们小区！”唐雪
晴笑着解释。见有熟人迎接，陈井付同
意放行，但仍坚持让每个人测量体温，
并一丝不苟地进行登记。

“封闭式”管理守好门

1月23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街道
美丽沙社区发布做好春节相关工作通
知后，世纪海岸小区业主委员会就做好
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的应对方案。陈井付负责购买体温
枪及消毒用品用具等，加强了对进入小
区人员的管控。

“我们是较早开展消杀和实施‘封
闭式’管理的小区，再晚一点，消毒液和
体温枪可能就买不到了。”陈井付说，为
购置这些物品，他接到任务后立即出
发，跑了四五条街，终于抢购到两支体
温枪和两箱消毒液。

随即，该小区关闭了东门，只留南门、
北门分别负责进出，门岗设立关卡，进出人
员严格进行登记、测量体温。同时，消杀工
作在整个小区展开，门岗、电梯、会所、地

下车库、垃圾中转站……小区内所有公
共区域，都有专人进行全面消毒杀菌。

1月 24日，小区党支部联合业委
会、志愿者驿站、社区网格员、物业公司
等，共同开展地毯式排查。“我们一户一
户上门，询问登记近期相关情况，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要点，几十号人整整忙了
一上午，才排查统计完。”唐雪晴说，该
小区共441户，经排查，属于典型“候
鸟”小区，多数业主从外地来到海口过
年，其中9户来自湖北，但7户抵琼超过
14天，仅有2户7人抵琼未满14天，按
要求须居家隔离。

为确保排查不落一户、不漏一人，1
月27日，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美
兰区委书记冯琳带队到世纪海岸小区
调研。根据调研要求，小区党支部联合
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再次进行全面排
查、核对，确保无死角、无漏洞，对每天
进出人员登记到位。

“保姆式”服务管好人

就在记者们进行采访的间隙，世纪
海岸小区物业经理林诗跃突然接到一
通电话，听说小区发现一位与确诊患者
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十万火急！必
须马上要求其居家隔离，并告知注意事
项。”林诗跃说着，拿起一沓资料匆匆走
了，他手上的资料包括“居家隔离消毒
指引”“海口市居家医学观察记录表”和

“健康服务告知书”等。
连日来，小区物业经理俨然成了居

家隔离户的“大管家”，除了监管业主的
活动，严禁观察期内随便外出，还负责为
隔离人员提供采买、丢垃圾等生活服务。

“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我们必须要
求需居家隔离的业主这么做，但要让他
们理解、配合，就必须事先做好沟通，尽
心尽力提供生活服务保障。”林诗跃介
绍，每天，居家隔离的业主会通过微信列
出购物清单，由他根据单子去超市购买，
主要有蔬菜、水果等日常消耗品，买好了
放在业主家门口，告知业主自取；业主家

里的生活垃圾装袋后放在门口，他会第
一时间取走丢到专用垃圾箱中处理。

物业管理人员“保姆式”的服务，让
居家隔离的“候鸟”倍感暖心。有的业
主还会反过来关心林诗跃：“谢谢你们
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你们在外面跑来
跑去也很辛苦，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月4日中午，得知媒体记者采访，
正居家隔离的王女士连线记者，为小区
的物业管理和服务点赞。“我们只是暂
时不能外出走动，但生活基本没有受影
响，有任何需求，都会第一时间联系物
业，他们给予的关怀很贴心，服务很周
到，谢谢他们！谢谢海口！”王女士说。

群策群力护好家

在世纪海岸小区，为社区管理服务
点赞的不止居家隔离人员，其他业主对
于物业、业主委员会以及小区党支部等
组织联合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也都自
觉遵守。业主委员会主任曹献平感慨
说：“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我们最大
的底气就来自业主的支持！”

据了解，该小区2017年5月在美兰
区人民街道工委的指导下成立了小区
党支部，现有党员54名，其中流动党员
48名。小区成立志愿服务驿站，登记在
册的业主志愿者27人。平时，由党支

部和志愿服务驿站牵头开展的“邻里微
服务”模式深受业主好评。业委会还聘
请有技术特长的业主担任小区的“专业
顾问”，哪栋楼的电梯坏了，谁家的电路
需要维修了，只需在业主群里一说，马
上有专业顾问帮忙解决技术难题。

“这次疫情防控，我们充分发挥了
‘1+N’模式的战斗力，发动党员、志愿
者、物业管理人员、业主等群策群力，一
起做好住户排查和日常管控监督工
作。”曹献平介绍，“1”就是以党支部为
核心，“N”包括物业公司、业委会、业主
专业顾问、志愿者、网格员等多方人员
和组织，“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
够守护好自己的家园。”

人多力量大。采访中，几位社区人
员均感慨，无论是入户排查，还是日常消
杀，亦或门禁管控，工作开展都很顺利，
得到了绝大多数业主的支持，小区各项
工作开展的情况，包括收支明细等，有专
人负责在业主群里汇报、公示。

尹洁是世纪海岸小区业主委员会聘
任的专职工作人员。她认为，要做好社
区管理服务工作，需得有耐心、有公德
心、有责任心，同时，要讲究方式、方法，
例如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等。“毕竟住
户多，众口难调，群策群力的基础上，还
需要有个牵头人、‘主心骨’。”尹洁说。

（本报海口2月5日讯）

海口美丽沙社区世纪海岸小区建立“1+N”群防群治模式

织密“防控网”管好“大家庭” ■ 新华社记者 赵叶苹 罗江 陈凯姿

每逢春节，海南迎来八方来客。
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外来旅客
的涌入为疫情防控带来巨大压力。

1月 20 日海南省两会一结束，
省委就开会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
作，工作重心迅速由“服务旅游”转
向“疫情防控”。省旅文厅要求宾
馆、旅行社和景区做好退订房、退订
团队和退订门票工作；卫生健康部
门在旅游城市海口、三亚设立观察
隔离点，“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
资源、集中救治”；各市县纷纷筑起
防火墙，海口将防控关口前移至广
东徐闻；三亚立即暂停各大旅游景
区景点、国际免税城营业……

在各安置酒店，检测体温、送餐送
水、心理疏导，“人性管理、温情服务”
让隔离生活变得安心、自在。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海口龙华区居仁坊社区网格员洪曼娜

放弃休假，和同事一起对2000多户居
民排查了两遍，并坚持每天回访。每
入一户，她都反复叮嘱：“勤洗手、少出
门。”

洪曼娜只是海口发动的1.4万余
名公务员、网格员、物业人员中的一
员，连日来，他们对全市81万户居民
展开地毯式排查。

战“疫”期间，海南采取“五级书记
抓防控”的重要举措，“我是党员，我先
上”成为全省各地党员干部面对疫情
最响亮的回答。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无一
人休假，面对入境疑似感染旅客，党员
民警主动提出：“我身体好，抵抗力强，
我去检查。”

“我向组织保证，坚决完成此次任
务……我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请
党组织考验，批准我的入党申请！”1
月28日晚，海南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
叶智超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

（据新华社海口2月3日电）

中央媒体看海南

携手战“疫”
——海南抗击疫情扫描

■ 半月谈记者 柳昌林 吴茂辉

一朵浪花见证大海奔涌。作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洋浦
经济开发区正在书写我国自贸港建设
的新历史。

“洋浦正谋划一批优质项目，按
照高科技含量、集约集群、生态环保
的要求打造港航、先进制造和物流三
大产业集群。”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
书记周军平说。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先行区、
示范区，洋浦确立四大新发展定位：建
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区域国际集装箱枢
纽港、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宗商品集散
交易基地和新型贸易试验区。

采访中，洋浦不少企业均表达了
对相关政策突破的期待。中石化（香
港）海南石油有限公司希望洋浦争取

到国家允许，支持企业开展保税油船
加油业务；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期
待保税港区政策能够在开发区全覆
盖等。

周军平说，为做好压茬探索自贸
港建设的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开发
区管委会陆续和开发区内等重点企业
座谈，并积极对接海关总署、商务部、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目前洋浦已启动零关税、低税
率和海关监管创新3个课题，聘请专
家智库协助研究。”周军平说，洋浦将
在广泛深入调研、了解区内生产进口
需求基础上，结合未来产业发展需
要，制定零关税商品正面清单，试行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创新构
建“一线放开、二线高效管住”的海关
监管模式。
（选自《半月谈》2020年第二期，有删节）

洋浦听涛：自贸港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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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火
线告急。面对疫情
蔓延的严峻形势，
我省医护、疾控人
员纷纷主动请缨，
坚守岗位，奋战在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第一线，倾尽
全力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

“越是紧要关
头 ，越要挺身而
出。”在各条战线
上，“白衣战士”们
夜以继日顽强拼
搏，密闭的防护装
备下，大量汗水打
湿衣背，浸泡双手，
记录着他们的无私
付出和担当奉献。

这次，我们将
镜头对准“白衣战
士”们的双手，呈现
一场场抗疫战斗的
艰辛与不易。

治愈之手
近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病房

内，医生在给患者上呼吸机。目前三亚中心医院已有5例患
者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解
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三亚中心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