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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
市人民团结一致，坚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打响了疫情防控的遭遇
战、阵地战、歼灭战

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美味的海
鲜，迷人的风景……

每年，到三亚这座独具魅力的国际
滨海城市过春节，已成为上百万中外游
客的选择。1月22日，年味戛然而止，三
亚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确诊。当天，海南
省共确诊4例病例，均为输入性病例。

粗略估计，当时已超过1万名来自
湖北武汉的游客进入三亚。严峻的形
势，让海南和三亚的决策者们的心沉重
起来。作为国际旅游城市三亚，面对的
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重大考
验。大战大考面前，唯智勇者胜！突如
其来的疫情，考验着决策者们的应急决
策及治理能力。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亚的疫情
防控工作。1月23日，省委书记刘赐贵
到三亚检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
出12点具体防控意见。他先后两次到
三亚检查，对三亚疫情防控进行悉心指
导。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也先后两
次到三亚检查指导防疫工作。

“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
指示精神学深学透，把中央和省委的决
策部署落实好，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抓
实抓细抓落地”，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
记童道驰反复强调。

疫情防控指挥部迅速成立，每名市
领导分管一项工作；综合协调组、医疗救
治组、疫情控制组等10个小组分别成
立；24个重点职能单位明确具体职责；
指挥部会商制度，日报告、日会诊、日会
商、日督导、日通报制度等制度建立……
每天22时，童道驰主持召开的指挥部会
商会才正式开始，白天，指挥部及各小组
人员都扑在一线，会商会只能在晚上开
才能保障人到齐，会议有时要开至次日
的凌晨。

“周院长，今天发热门诊患者数量有
多少？”“今天发热门诊接诊500多例，疑
似病例全部隔离。”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
院副院长周山回答。

“公安局的同志汇报一下排查情
况。”“我们协助疾控中心，每个人都做
好检查与登记，到今天已查实5000人
……”三亚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张兆腾
回答。

“今天有多少人进港，通过什么方式
进港？人现在在哪里？”……

会上，对如何检测、如何救治，一个
细节一个细节地抠实，直到有解决方
案。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虽然显得疲惫，
但战时的状态，让每一名参会人员精神
抖擞，解决存在的问题，接受新一天的任
务。在会商的推兵演练中，疫情的状况
越来越明，防控的思路越来越清，出台的
措施越来越实。

要来了的人怎么办？要走的人能不
能走？三亚紧急部署，对每一名进出三
亚的重点疫区人员进行管控。机场的游
客中心被改造为临时“隔离点”；投入十
多辆公交车作为运输重点疫区人员的

“摆渡车”……
酒店出现不给疫区人员续住的情

况，三亚市政府紧急要求市内所有酒店
不得强迫已住店旅客离店。经湖北省政
府驻海南办事处主任黄烈焰与三亚市委
主要领导协调，湖北省国资委控股的三
家酒店被紧急协调出来当成留观点……

“安顿好后，吃住都有了着落，心也
慢慢静下来了。”来自湖北的旅客赵女士
在面对疫情不知所措时，三亚第一时间
让她安下心来。

“要迅速查清从武汉来的人情况，只
有底子清，情况明，知己知彼才能打好这
场‘遭遇战’”三亚要求各部门要联动发
力，迅速行动。

该市公安局技侦、网警、情报部门联
合建立专班，在全省率先建立“技网情”
研判机制。与省指挥部实时对接，接收
大数据系统推送的数据并进行筛选，有
效梳理重点人群并下发到联防联控。通
过110、12345等平台发送提示信息，提
醒尚未摸排到的疫区抵琼人员主动报备
登记。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公安干警会
同各区基层群防群治队员，进酒店、进社
区、进楼宇、进乡村，对重点疫区相关人
员开展拉网式摸排，逐一见人见面登记。

接收 96 批次推送的 149825 条数

据，筛选有效数据17884条，核查完武汉
籍人员和具有武汉旅居史人员8000多
人……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日夜奋战
的身影。

三亚交警支队天涯大队育才中队仅
有18人，要承担立才、雅亮两个一级检
查站和卡巴、那受两个区级检查站全天
24小时勤务的防控任务，50多岁的中队
长麦世忠，每天清晨6点起，要依次到4
个检查站指导队员与医务人员配合工
作，对通过检查站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检
查登记。2月18日下午，持续工作近1
个月的他累倒被群众扶起，他简单自行
治疗后又投入工作中。当晚，在坚持返
岗的途中，再次瘫倒。医生诊断，麦世忠
系劳累过度引发脑梗，必须住院……

随着排查的深入，三亚确诊病例逐
日增多，三亚按照一级响应及时推出“群
防群治，共抗疫情”十条措施……

三亚进入到更为吃劲的防疫“阵地
战”。“要牢牢把住每道防控关口，筑牢疫
情防控的铜墙铁壁。”三亚市委主要领导
到社区调研时指出，社区处在基层治理
最前沿，也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社区
防控好不好、底数有没有摸清，关系到全
市防控工作的效果。要把社区这道防线
守严守牢。

“除夕夜，我们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值
班到次日凌晨1点多。”三亚湾社区网格
长董露露说，她和其他网格长、网格员开
展入户排查工作，一天要走访近百家居
民和店铺。天涯区羊栏村，“90后”网格
员黎祖坚从除夕开始，和其他网格员一
起，挨家挨户“爬格子”排查有无发热人
员，“一天下来至少要爬30栋楼，上门走
访排查300多户。”全市数万名党员、干
部等工作人员日夜奋战，扎紧了城市乡
村防疫的一道道篱笆，扎牢了群众健康
的大门。

“要早谋划、早决策、早落实，下好先
手棋”“各级干部都要有担当精神，想明
白就干”……

“口罩将成为紧俏品”，1月21日，国
内口罩开始出现短缺。三亚紧急与俄罗
斯有关部门联系采购750万只口罩，1月
25日凌晨，采购的首批口罩抵达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

“国际国内市场一天一个价，口罩原
来的价格是1元多，现在4元都买不到”，
回想当初三亚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当机
立断的决策，物资保障组冼国剑深有感
触地说，“这一决定，不仅为三亚省了上
千万元，更为三亚抗疫赢得先机。”除了
口罩，三亚还从多国采购防护服，成为全
省最早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口罩防护服的
城市。这对稳定全市医疗物资供应、缓
解市民紧张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

“疫情还不明朗，我们要超前做好
准备。要抓紧为打赢这场战争储备好
充分的‘弹药’。”5天完成供水、3天完
成供电、6天改造完毕，2月1日，南田医
院新冠肺炎疑似病患留观点升级改造
工程完成，三亚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创
造了三亚速度，为医治患者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

2月13日下午，进行了核酸检测，
并隔离14天的112名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滞留三亚的湖北旅客乘坐包机返
回武汉。

即将返回家乡的湖北游客胡霞内
心满是感动，她怎么也没想到2个月的
旅行计划变成酒店隔离观察，没想到隔
离观察期间社区、酒店的工作人员给予
的无微不至的关照，“提供了湖北口味
的饭菜，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
暖。”，更没想到在疫情形势严峻复杂的
时期能这么快回到家里。“我和家人欠
三亚人一次握手、一个拥抱，明年冬天
我们还会再来！”。

“鄂琼一家亲，天涯尚为邻。樱花盛
开时，江城满地春！”这首童道驰赠予滞
留三亚的湖北旅客返乡的诗，体现的是
三亚人民与湖北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的浓厚感情，以及抗疫必胜的信心。

随着三亚疫情的逐步稳定，三亚进
入了最后的歼灭战，三亚市委主要领导
每天与医务专家会商，精心研究救治方
案，一个又一个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一个
接一个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刘赐贵充分肯定了三亚疫情防控的
多项举措。三亚确诊病例住院患者清零
的背后，是各级干部的超常规的坚守和
科学部署。童道驰先后20多次深入一
线对防疫工作进行检查；市长阿东等领
导每天奔波在机场、车站、社区、市场、农
村一线，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及时到
位、落到实处。

弘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
防治，核酸检测的及早应用，
成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的有力武器，为防
疫赢得先机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
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流行性疾病最关键的是，要尽
快筛查出感染人群，然后把它隔离治疗，
尽可能不让它传播到普通人群当中。”曾
经参加过非典疫情防控的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热带医学科的李慧灵主任说。
结束非典战斗17年后，她被任命为三亚
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天下武
功，唯快不破。三亚疫情防控就是要
快。”快人快言的她给三亚提的建议，实
在又简洁。参与疫情防控以来，她已31
天没进过家门。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是战疫关键，“早发现”又是“四早”
中的先决条件。“要尽快对重点人群进
行核酸筛查，要尽快保障核酸检测工
作开展。”三亚市委主要领导在会商会
上一锤定音。在全国对核酸检测的操
作和成效还没有清晰认识时，三亚开
展大规模核酸检测，无疑需要一种责
任和担当。

1月22日，三亚核酸检测紧急启动；
1月24日，三亚紧急调运3个集装方箱，
扩容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病毒核酸检
测实验室，并紧急采购设备和物资。3
天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实验室正式投
入使用。

“您好！我们是来做核酸检测采样
的。”三亚的酒店、小区等楼层的走廊里，
响起了一阵阵敲门声和一句句简单的自
我介绍。三亚紧急培训80名采样员，每
天派出多支采样流调小分队，上门采集
核酸检测样本，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春节前的重点人群预筛查中发现，
一名女性游客，没有明显的感染症状，筛
查结果却为阳性，联系到她时，她正准备
登机离开三亚。三亚疫情防控办公室采
取紧急措施将其进行隔离。

决战决胜水蛟村，核酸筛查立下大
功。天涯区水蛟村位于天涯区的城郊结
合部，总面积约17平方公里，下辖12个
自然村14个村小组，外来人口集居的大
园小组、抱密小组和茅村小组共有户籍
人口1259人，春节期间，共居住湖北籍
人员519人。这无疑是全省湖北籍人口
集居最为密集的地方，也是最有可能发
生集聚性感染的极高风险地区。三亚对
水蛟村进行全村隔离，采取紧急措施，对
所有留观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共有确诊
病例10名，无症状感染者2名。水蛟村
本地村民无一传染，水蛟村疫情阻击战
取得胜利。

“像水蛟村筛查出的这些无症状病
毒感染者，是行走在人群中隐藏的传染
源。核酸检测快速及时找到并控制传染
源，从源头上遏制疫情，避免了暴发性传
播。”李慧灵说。

“我的老师钟南山院士对我们的筛
查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提到三
亚开展核酸检测的做法，李慧灵骄傲地
说。疫情发生以来，三亚全市实施核酸
检测30384份次，为精准防控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疫情防控工作“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十六字要求中，
科学防治是重要内容。实践证明，只有
弘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防治，才能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
和病死率。医务人员、收治的病人成为
三亚市委、市政府最为关心的人。童道
驰多次前往海南三亚中心医院，看望医
务人员，为他们点赞，叮嘱他们做好个人
防护的同时全力做好病人的救治工作。
鼓励患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配合治
疗。同时，现场办公解决医院工作中存
在的困难。

“重症患者今天情况怎样？”“吴大哥
的病情好转些了吗？”“只要有百分之一
的希望，我们就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不轻言放弃，是对人民生命至高无上的
敬重和坚守。

为有效医治患者，三亚派出专家组
进驻医治点，医务人员夜以继日守护着
每一个生命。

吴大哥是一名56岁的湖北游客，他
曾几度危重，20多天来，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及三亚中心医院专家组每天组
织病例会诊，省级专家组多次会诊，终于
将他从死神身边拉回。

为给自己负责的一名重病阿姨治
疗，重症医学科护士赵丽娟要在穿着三
层防护服的情况下，给其翻身和按摩。

“做这些动作非常吃力，特别消耗体力。
换班时，里面的一层衣服全都湿透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2月18日，当湖
北游客丁某一家三口走出三亚中心医院
时，家人以这样的方式团聚，情绪激动的
丁某向医务人员深深地鞠躬……73名
在三亚治愈的病例中，有2名危重患者、
17名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大规模的核酸筛查关口前移，科
学的医疗救治，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也让三亚这一全省
重点疫区人员集居最多的城市，成为
无本地确诊病例死亡、无医务人员感
染、无子代病例传播、全国病例住院最
短的城市。

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
飘扬，广大党员坚守初心使
命，冲锋在抗疫一线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
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战斗要胜利，党建是灵魂，尤其是面
临生死一线、刺刀见红的殊死战斗，更需
要旗帜鲜明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

勇于拼搏、甘于奉献、敢于胜利的精神力
量。

“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到防疫一线
去！”“党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
里！”句句话语掷地有声……当疫情防控
的号角吹响，来自天涯区各个部门的34
名党员迅速集结，成立了水蛟村大园片
区疫情防控点临时党支部，深入三亚疫
情最为集中的大园片区，带领群众共同
抗疫。整个大园片区被分为7个区域，
共设15个卡口，“逢车必查、逢人必检”，
认真落实“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的三
防责任制。

天涯区抱龙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林浩，终于在大年三十晚赶回海口与家
人团聚，但还没来得及跟家人分享快乐
时光，他连夜驱车300多公里赶回抱龙
村，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也是一名驻村干部，能与村干
部一同筑牢疫情防控的最后一道防线，
确保大家的生命安全，再辛苦也值得。”
一个多月来，林浩始终值守在村里的防
控一线，守护好这个“大家”。

三亚中心医院刘明同志与林佳同志
夫妻俩都在一线上，连续20多天扑在隔
离区放射和特殊发热门诊岗位上。流行
病学调查队伍中，陈莲芬总是冲在第一
的那一个。她经常说，我来，我参加过非
典防治，我不怕。从三亚的第一例确诊
病例开始，她就带领流调人员，深入现
场，查出每个确诊病人的活动轨迹，把一
个个密接者进行追踪，及时阻断、隔离、
治疗。

伫立凌云诉苍穹。每一个坚如堡垒
的党组织，每一名冲在一线的平凡党员，
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红色防线，让鲜艳
的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给予人们
精神和力量！

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必须紧紧依靠70万
市民。

落实“五级书记齐抓防控”，村“两委”
班子成员、网格员走街串巷进行走访排
查，开展地毯式排查，确保“不落一户、不
漏一人、不留死角”；实施“群防群治，共抗
疫情”十条措施，全市所有村庄、小区、单
位实行封闭式管理等措施，以最大限度避
免人群聚集，有效防止疫情蔓延……

设卡的每个点需要测温员、要有人
张贴发放宣传资料、要给隔离的人员送
菜送饭……疫情防控需要大量的人员。
每当这时，这座城市的志愿者总会挺身
而出，他们化身“外卖员”“守门员”“心理
辅导员”……就像是一闪微光，闪耀在这
座寂静而又熟悉的城市。当城市被按下

“暂停键”，他们毅然选择了“走出去”，选
择与白衣天使一样“逆行”。

在吉阳区新红村，身穿红马甲的巾
帼志愿服务队，穿梭在大街小巷，播放防
疫宣传音频；为村里居家隔离人员送菜
上门；深入社区积极开展入户走访、排查
登记、发放疫情宣传资料……她们是美
丽的抗疫“女战士”。

何垂青是三亚市天涯区群众街社区
日杂公司小区的一名普通员工，三亚市
天涯区群众街社区招募抗疫志愿者，他
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服务第一天起，
他连续10天奋战在一线，在回家途中，
意外摔倒，造成脑出血至今未醒来。

这场战“疫”，3000余名逆风而上的
志愿者，让“扎根守土、坚韧不拔、无私奉
献”的椰树精神发出最耀眼的光芒，成为
这座城市最美的那道蓝风景！

一个多月的坚守，连续在“防输入、
防扩散、防输出”火线上奋战了20多天
的副市长刘钊军，突发心梗被送进医院
抢救。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没有从
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至病倒下的那一刻，他们也不向病魔退
一下，他们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了一道道
疫情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闪耀着“同心
共济、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

40多天奋力抗疫，让70万市民受到
一次火与水的淬炼，在三亚1919平方公
里的大地上书写了一个个催人奋进的不
平凡故事，而其彰显出的“椰树精神”，必
将成为三亚人民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标
杆的强大精神力量。

此时，地处北纬18度的三亚，鲜花
盛开，瓜果飘香……街道上的人逐渐多
了起来，工人们正顶着暖阳在工地挥洒
热汗，农田里尽是忙碌采摘的农民……
这里的春天来得更早，病例“清零”的消
息正不胫而走，为这座城市注入春天的
希望和温度。

我们坚信，三亚人民一定能在全力应
对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海南自
贸港建设“三个大考”中交出合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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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在大战大考中彰显“椰树精神”
确诊病例0例；阳性病例0例；疑似病例0例…… 3月8日，随着最后一名确诊病例治愈出院，三亚“清零”。
“伫立凌云诉苍穹，狂风暴雨不弯躬”，这是讴歌椰树的诗句。在应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大战大考中，三亚市广大党员干部、市民群众牢记习总书记“要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嘱托，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经过40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有效阻断了疫情的传播，取得了抗击疫情阶段性胜利。
历史将会铭记这段不平凡日子，在这场大战大考中，党旗高高飘扬，全市人民勠力同心、众志成城，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显示了万众一心、敢于胜利

的精神力量，更让新时代“扎根守土、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椰树精神在这场大考中熠熠生辉。

3月8日，在三亚中心医院，一位73岁男性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三亚实现住院病例清零。

2月13日下午，112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滞留三
亚的湖北旅客乘坐包机返回武汉。

2月28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T1航站楼，工作人员
通过红外体温监测系统监测出港旅客体温。

三亚织密织牢基层社区防控网。图为2月3日，三
亚吉阳区南新居工作人员测量进出人员体温。

合力战疫 海南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