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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邱元广 实习生 陈宋釜

“阿婆别着急，我马上就过来。”2
月13日一早，琼海市嘉积镇大礼村
党支部书记黎才彬接到村民符阿婆
的求助电话后，快速离开了家。

符阿婆是村里的独居老人，本就
生活不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阿
婆更是鲜少出门。这次，家里的米快
没了，阿婆不得已给黎才彬打了求助
电话。

买好米给符阿婆送去，黎才彬没
来得及和阿婆说上两句话，手里的电
话又响了起来。

大礼村有14个村民小组，辖区内
还有4个生活小区，村民居民共5000余
人。自疫情发生以来，黎才彬的电话几
乎一直响个不停，不时有村民居民求助，
最多时候一天要接上百个电话。

“当好抗疫‘领头羊’！”面临艰巨的
疫情防控工作，这是黎才彬常说的一句
话。村里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由
黎才彬任组长，村“两委”干部、村民小

组组长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为成员，
同时成立宣传巡逻工作小组、督查小
组，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制定了《大礼村十条防控疫
情措施》，将三轮车改装成宣传车，每天
在各村民小组和4个生活小区进行12
小时的海南话和普通话‘双语’循环广
播，广泛宣传疫情防控信息和知识。”黎
才彬说，与此同时，村里还在7个出入口
设立卡点，要求党员干部站好“第一道
岗”，做到态度坚决、文明执勤，全力以赴

“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

大礼村辖区内的4个小区人口
多、情况复杂，物业管理水平不高，是
疫情防控薄弱区域。为此，黎才彬和
领导小组成员采取包片责任制对4
个小区进行管理，利用社区微信群、
宣传栏等有效途径加大宣传力度。
此外，还在没有物业管理的草原假日
小区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并加强入区
返乡人员摸排，确保不漏一户。

2月12日上午，黎才彬在排查中
发现某小区内，于2月11日从山东返
回的居家隔离人员闫某体温出现异

常，他立即拨打120将其接往医院检
查，并在闫某所住单元值守，不让其
家人外出。到了晚上，闫某的爱人也
出现发烧症状，他又赶紧到场协调，
通知医护人员。等到确认闫某夫妻
并未感染新冠肺炎时，夜已深了。

如今，在党支部和乡村振兴工作
队的带动下，大礼村越来越多的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村民居民自发加入疫情
防控队伍。他们坚信，只要齐心协力，
就能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本报嘉积2月16日电）

琼海市嘉积镇大礼村党支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制定防疫措施，包片负责强化管理

当好抗疫“领头羊”坚守防控“第一关”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伦

“各位乡亲父老，非常时期请注
意！新型病毒来得快，传播扩散把人
害，父老乡亲齐动手，防起来！进村
道路管起来，严格值守不放松，村外
来人要劝返，不接待！”

2月15日上午，熟悉的喇叭声、
朗朗上口的海南话“三句半”、响亮的
锣声，又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本立
村响了起来。

与往常一样，该村“三句半”宣传
队又在村里走动宣传。举着鲜艳红
旗的是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唐原、手
提小喇叭喊“三句半”的是村民符素
玲，敲锣的则是村民陈兰。

为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早
在多天前，红旗镇政府就开展了面
向村民的防疫宣传。唐原说，为了
让村民进一步重视，本立村决定成
立防疫宣传队，以走村串户的方式
开展深入宣传。

在村干部牵头组织下，语言表达
能力好的退休职工符素玲自发报名
当起小喇叭手，而平日里与她一起参
加各类表演的陈兰被找来担任敲锣
手，旗手则由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员和村干部轮流担任。就这样，2月
10日，本立村“三句半”防疫宣传队正
式成立，每天上午下午各在村里开展
一次防疫流动宣传。

村民李徐耀笑道，高举的红旗、
“带节奏”的锣声、顺溜的“三句半”，会

“条件反射”式地唤起大家的注意力。
经过“三句半”宣传队的不断努

力，村民们对疫情防控工作越来越重
视，并自发开展联防联控。在本立村
村口，村民砍来竹枝制作起简易路
障，每家每户派人轮番值守。晚上10
时30分至次日早上7时，村道则完全
封闭。

“本立村共有69户300名村民，
每户自发派1人负责轮流在村口值
班，防止人员随意流动。”唐原说，路

口值守“三班倒”，每个班次由两名村
民负责。有急事外出的村民时间一
般控制1小时，若外出时间超过1天
则不再允许进村。

如今，本立村村民越来越理解封
闭式管理举措。在海口市区经营美
食城的李徐耀如今被“困在”村里，但
他却一点也不着急。“每天变着花样
给父母做点好吃的，陪他们聊聊天，
也是难得的尽孝机会。”李徐耀说。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海口红旗镇本立村自觉做好防疫宣传和村庄进出管理

天天广播“三句半”户户出工把路守

三亚落实公共交通工具疫情防控措施

成立公交车消毒专队
配备安全员测量体温

本报三亚2月16日电（记者李艳玫）2月16
日11时许，一辆16路公交车缓缓驶入三亚市凤
凰岛公交首末站，车刚停稳，消毒专队工作人员黄
凯便拿起装有消毒水的喷壶仔细地喷洒车厢每
一处。自1月26日起，三亚市暂停部分公交线路
运营，仅保留22条原有线路运行，并成立消毒专
队。消毒专队实行两班倒机制，每班工作8个小
时，确保每一辆公交车都进行消毒后再运营。

“所有公交车在发班前和收班后都要进行
消毒，同时在凤凰岛公交首末站、凤凰机场站、
三亚火车站等站点安排消毒专队工作人员对经
停的公交车消毒。”三亚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经理吴传民说,在做好车辆消毒的基础上，
三亚所有公交车实行开窗运行，加强空气流通，
确保车厢内空气清新，保障乘客出行健康。同
时，每一辆运行的公交车都配有一名安全员，为
每一位乘客测量体温，提醒乘客科学佩戴口罩。

海口龙华区今起实施
“防疫健康登记”制度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郭萃）2月16
日，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发布通告，将于2月
17日正式启动“龙华防疫健康登记”制度。

据了解，所有在龙华辖区居住（含租房居
住、单位居住、工地居住等）及工作的公民，需关
注“龙华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家庭为单位如实填
写《龙华防疫健康登记表》；在防疫期间，必须如
实登记个人及家庭信息，如故意隐瞒不报、错报
或漏报，将被记入征信体系名单，直至依法追究
相关法律责任；《龙华防疫健康登记表》信息将与
个人户籍、工作岗位等相关信息核对，如未填写，
将对办理居住证明、出行及工作造成不便。

发热人员需要每天测量体温填报，退烧后连
续10天测量体温填报；返琼人员需连续14天测
量体温填报；其他人员首次扫码登记时测量体温
填报。如没有填写设备（智能手机、电脑等），可请
邻居、物业、网格员或居委会人员代为填写。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师生积极抗疫

主动请缨参与志愿服务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万里）海南日报记者2月16日从海南科技职
业大学获悉，疫情发生以来，该校多名教职员工
和学生或坚守岗位，或上阵抗疫，为防止疫情传
播、扩散贡献力量。部分学生以大学生或志愿
者的身份主动请缨，奋战在各地疫情防控第一
线——在社区、在村口、在机场、在车站、在献血
车里，都有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身影。

面对疫情，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以
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外堵输入、内防扩散。充分做
好春季开学预案，及时对新学期的师生返校、教学
安排等事宜预先安排。此外，学校还密切跟踪了
解寒假期间留校的师生及家属情况；对重点人员
进行登记，做好信息跟踪并每日更新汇总。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许晶亮

“大家一定要记住，红色的出入
通行证每两天才能使用一张。”2月
16日下午，在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
大园社区大园里路口，凤翔街道办副
主任孙慧贞站在路口协助工作人员
开展社区限流管理工作。

当天是凤翔街道全面实施封闭管
制的第一天，包括孙慧贞在内的5名街
道办工作人员被分派至大园社区，帮助
该社区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并确保
该社区居民复工生产、生活两不误。

严防死守
居民进出都要证

“请出示你的出入证，并配合测
量体温。”16日下午，家住大园社区
的吴柏清拎着一大袋蔬菜往家里
走，刚到路口就被安保人员拦住。
递交上红色通行证，测量完体温后，
吴柏清才被准许进入大园里路。

因辖区内出现5例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为防止疫情扩散，确保辖区居民
生命健康，2月15日24时起，凤翔街
道全面实施封闭管制措施，部分小区、
居民楼全面封闭，其他区域限流。大
园社区内大园里路1栋居民楼出现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不仅该患者居住的
居民楼被完全封闭，临近该居民楼的
三条社区内部通道也同样被封闭。

在封闭限流管理区域，凤翔街道
实行每户每两天允许1次1人凭出入
通行门票和出入证并佩戴口罩进出
管理方式。

大园社区内的1.9万名居民中，
除了本地户籍居民外，还有大量的
外来务工人员。目前，海口各类企
业已开始复工，每天都有大量人员

需要进出上班。如何确保社区居民
复工需求？“我们之所以制定两种通
行证，就是为了方便社区内务工人
员复工。”孙慧贞说，除了红色通行
证每户每两天可以使用一张外，另
外还制定一种蓝色的通行证。居民
确实因需上班每天进出社区，到其
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就
可以申办蓝色通行证。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大园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看到，不断有社区
居民前来交证明申请办理通行证，
为上班做准备。

措施得当
生活基本没影响

“一共是163元，你扫码结账。”在
位于大园里路的一个超市内，居民陈
月戴着口罩买了一堆小零食。“防控期
间，我们全家人基本就待在家里不出
门。”陈月说，为了解闷，买些零食回家
一边吃一边看电视。而她的邻居王美
莉则拿着当天刚领到的红色出入证出
了社区，准备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去购
买近两天的所需生活物资。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社区内看
到，尽管社区已无往日的热闹，但是
社区内超市、药店均开门营业。为了
做好防疫工作，开门营业店铺除做好
工作人员防护措施外，均采用电子支
付方式结账。“除了进出社区比较麻
烦外，生活其实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陈月称，如果超市无法购置的物品，
他们则通过网购方式购买。

为了方便处于完全封闭区域的
居民购买生活物资，该社区以社区内
部巷道为单位建立物资采购微信群，
由社区工作人员主动收集封闭区域

内住户需求，统计每日需采购的菜品
等物资，统一采购后配送上门。该社
区还安排了专门工作人员上门收集
完全封闭区域内居民的生活垃圾，确
保居民生活不受影响。与此同时，琼
山区还组织了疫情防控一线疾控人
员、社区管理人员以及社工志愿者
等，及时了解完全封闭区域居民心理
健康状况，及时进行心理健康疏导。

力量下沉
全员进入决战状态

“为落实好街道全封闭管制工
作，我们采取了严防死守模式。”孙慧
贞介绍，大园社区共计有9个小区和
990多栋居民楼，进出路口多达35
个。为了最大力度限制该社区人员
流动，目前该社区35个进出路口已
封堵25个，仅留有10个有人员值守
的路口供居民进出。

身兼凤翔街道办防疫工作指挥
中心负责人的孙慧贞，只要一有空，
就会思考如何合理调配人员。在凤
翔街道，每个人都全力奋战在抗疫一
线。以大园社区为例，大园社区6名
工作人员和9名网格员全部上阵，23
名居民小组长负责各组居民每天通
行证的发放和生活物资采购工作，同
时广泛发动物业管理公司共同参与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我们有多少力量，就下沉多少
力量到基层一线，以决战状态防控疫
情。”孙慧贞称，正是通过这种力量下
沉、全员进入决战状态的工作方式，
在整个街道全面实施封闭管制的第
一天，包括大园社区在内，凤翔街道
辖区内7个社区、5个村全面封闭管
制防疫工作均在有条不紊开展。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大园里路口，值守的工作人员在检查居民出入证。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许晶亮 摄

海口凤翔街道全面实施封闭管制首日，海南日报记者实地探访——

防控举措再升级 生活保障跟得上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韦雪梅

“人多不去凑热闹，不要串门休
息好，肥皂流水常洗手，开窗通风空
气好，出门切记戴口罩……”近日，在
儋州市白马井镇街上，一架低空无人
机缓缓飞行，机上带的喇叭不断播放
着疫情防控顺口溜。使用无人机巡
查疫点、宣传疫情防控措施……儋州
编织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天网”，取
得良好成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儋州市那

大镇合罗农场、那大城区解放北路、西
联居奋勇队等相继出现疫情。这几个
疫点都具有居民人数较多、居住密集
等特点，其中前两个疫点还靠近交通
主干道，如果管控不到位，就存在疫情
蔓延和扩散的风险。如果每天派人进
疫点巡查，也存在被感染的风险。

对此，儋州市科工信局副局长、
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信息督查组
负责人陈鹏图想到了无人机。他找
到海南中农航服科技公司，对方很
爽快地答应了，义务帮忙，不收取任
何费用。

1月24日下午，儋州首例新冠肺
炎患者蒙某被确诊后，那大镇立即组
织180人，从当晚起，对合罗农场患
者住处及周边60户271人进行全天
候隔离观察。2月3日，海南中农航
服科技公司技术总监祝华亮带着技
术团队来到合罗农场，开始利用无人
机从空中对整个封闭管理的区域巡
查。“主要观察管控区域的人员是否
存在互相串门、聚集聊天等情况，”祝
华亮说，如果发现这些现象，他们会
通过手提麦克风喊话提醒。

“隔离一天不解除，我就一天放

不下心来。无人机巡查减轻了我们
疫点防控的压力。”合罗农场党支部
书记李全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陈鹏图说，在对检查关口、疫点
管控值班点进行暗访时，督查组通过
无人机空中巡查，不仅能够及时了解
疫点内的管理情况，还能避免工作人
员进入疫点带来交叉感染风险。10
多天来，通过无人机暗访督查西联居
奋勇队、合罗农场和解放北路等3个
区域，未发现疫点内人员离家走动、
串门、聚集等现象。

除了中农航服公司团队外，儋州

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还安排市委
政法委的无人机团队，协助各乡镇防
控疫情。

2月10日至11日，无人机团队分
别在和庆镇、中和镇，用无人机巡查乡
村及镇墟人员密集场所，喊话提醒群
众注意防疫。“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查，
主要是借助无人机视野开阔、飞行灵
活等特点，弥补单一地面人员巡查的
盲点和不足。”中和镇党委副书记符天
翔说，利用无人机进行疫情防控，实现
了“天网”与“地网”的全覆盖。

（本报那大2月16日电）

儋州利用无人机进行疫情防控宣传，弥补单一地面人员巡查的盲点和不足

“空中哨兵”巡疫点“天罗地网”控疫情
一线快评

为遏止疫情扩散
筑牢法治保障
■ 韩慧

近日，东方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张某智在海
南省传染病医院治愈出院，但因其先前故意隐瞒
武汉旅居人员接触史，造成包括东方市医护人员
在内的数十人隔离观察，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目前已被东方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做进一步调查和处置。在疫情防控关键时
期，不想着如何帮忙，反而捣乱、添乱，帮倒忙，对
如此拒不配合防控者就应从严惩处。我们为警
方的及时处置叫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
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严峻形势下，仍有个
别人隐瞒实情，甚至向医护人员吐口水等。这些
行为不仅妨碍紧迫的抗疫工作，危害医护人员健
康，让战“疫”一线工作人员心寒，还可能导致疫情
在更大范围扩散，引发社会恐慌情绪，给公共安全
埋下隐患。这是置个人的社会责任于不顾，更严
重的是，该行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
犯罪行为。此种拒不配合防控的行为，于情于理
于法都不相容，必须予以严惩。

公安机关对拒不配合防控行为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获得人们的称赞。这说明，打赢抗疫阻击
战必须依法防控，要敢于亮剑，敢于发声，做到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疫情期间任何威胁公共安
全、损人不利己的不法行径都受到严惩，为遏止疫
情扩散筑牢法治保障。就个人而言，疫情当前必
须遵法守法，这是对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社会主体
的基本要求。我们都应从我做起，严格执行疫情
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要求不串门不聚集就
坚决不做，要求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疗就坚
决不瞒不躲，以实际行动服务防控大局。

这一案例警示我们，法律面前，不容儿戏；
疫情严峻，不容疏漏。在这场全民战“疫”中，社
会各方只有知法守法，自觉提升法律意识，积极
推进依法防控，才能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最大限度维护好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

全力守住社区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