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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里艺
实习生 陈宋釜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党员应该站到前面来。”3月14
日，在琼海市嘉积镇海蓝盛世康养公
寓，60多岁的老党员吴秀英正守在
临时党支部的值班岗上，配合工作人
员给公寓的人们测体温、做登记、扫
健康码。

疫情暴发时恰逢春节，全国各地
有170多名候鸟老人来到康养公寓度

假，但仅有12名工作人员照顾他们的
生活起居。工作人员每天除了给老
人们送去一日三餐，还要加强清洁消
毒、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量非常大。

“一线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累，我
们看着十分心疼。”康养公寓临时党
支部书记周炳林说，2月10号，他和
小区里几名退休党员联合发起倡议，
成立临时党支部服务小区的疫情防
控工作。

倡议在小区微信群一经发出，就
得到42名退休党员的支持，临时党支

部在琼海市委组织部报备后成立。老
党员周炳林是小区里公认的热心人
物，也被推选成为临时党支部书记。

“有了党支部，大家就有了组织，
都信心满满，一定得搞好公寓的疫情
防控工作。”周炳林说，这支临时党支
部的党员最大年龄89岁，最小的61
岁。过去大家彼此并不熟悉，是把疫
情防控工作做好的这个目标，把大家
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临时党支部成立当天，周炳林给
42名退休老党员安排了岗位，并排

了班，大家就立即投入工作。
凭着一腔热情，老党员们每天从

早8时到晚7时轮流值班，管理公寓
进出人员，监督大家戴口罩、保持公
寓环境卫生整洁。

此外，他们还每周两次帮老人们
集中购买生活物品，帮助工作人员将
老人的一日三餐送饭上门，并给焦虑
不安的老人进行心理抚慰。

为有效防控疫情，临时党支部还
发起《新冠肺炎疫情严防联控公约》，
挨家挨户发放到各家各户，规范住户

行为，老党员们的工作效率也事半功
倍。

“多亏有他们，我们的疫情防控
工作才能做得这么好。”康养公寓物
业管理方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临时党
支部退休老党员的帮助下，公寓在疫
期秩序井然。如今，尽管疫情得到了
有效控制，但老党员们仍然尽心尽责
坚守岗位，继续协助物业做好防控工
作，为170多名候鸟老人的生活提供
安全保障。

（本报嘉积3月15日电）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现在不上岗，什么时候上？等
我退休了，有的是时间休息。”3月14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观澜湖一家
酒店门外见到了民警张训铁，一口湖
南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中气十足。

59岁的张训铁，人称“老张”，是
海口市公安局观澜湖治安工作站的
民警，再过2个月，他就要开始享受
退休生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当前，领导“心疼”老同志，安排老张
在局里做内勤。老张急得跺脚：“我
是警察，也是党员。特殊时期，怎么
能缩在后面？”

随着近日各单位、工地逐渐复工
复产，老张每天都要到各个单位转一
圈，检查其人员复工登记情况、复工
人员健康码情况等。“尤其是辖区内
的工地，工人较多，我们需要常常跑
现场，确保复工人员的信息都登记在
册，以及工地防疫措施到位等等。”老
张说，作为一名民警，他必须要把好

这道关。
早在大年初一（1月25日），刚结

束值班的老张就带队去辖区宣传疫情
防控、摸排住户情况。观澜湖片区内
业主虽只有1000多人，但外来居民占
了八九成，且小区分散，相互之间隔着
五六公里路，老张所在队伍开展的摸
排工作并不比大社区轻松。

“我们摸不清外地业主啥时候过
来。如果今天敲门没人应，明天还得
来，直到有人在家、我们掌握情况才
行。”生怕漏掉一户一人，老张用这个

“笨”办法，每天挨家挨户敲门，排查
出了百余位来自湖北的业主，他一一
做好登记，并及时掌握了业主隔离观
察的情况。为了节省时间，那些天老
张直接住进了工作站里。

老张当然也会使巧劲儿。他同
辖区内的每个物业、门岗都打好了招
呼，一旦见到业主拎着行李箱回小
区，门岗可以不分昼夜，立即向老张
反馈。果然，辖区内不时有业主因为
搭乘夜间航班或自驾，深夜才回到小

区。因为这个，老张好几次在凌晨两
三点从床上迷迷瞪瞪爬起来，上门询
问、登记情况。

1月31日，该工作站和海口市卫
健委等部门在海口绕城高速观澜湖
互通处设置了防控监测点，对进出辖
区的车辆、人员逐一进行监测排查。
本被安排轮休的老张又主动报了名。

“长时间设卡执勤是个累活儿，
老张你年纪大了，让年轻人去吧。”

“不行，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同事拗不过，老张又成功“上了

岗”。
监测点每天约有两三百辆车往

来，老张和同事们要敬两三百个礼、
测两三百次温、宣传两三百次疫情防
控知识。后来气温骤降，老张揣着的
手总是刚捂热又要伸出来敬礼、测体
温、登记，因此总是冰凉凉的。

监测点的工作环境比不上工作
站，没有电源可烧开水。但老张患有
糜烂性胃炎，一喝凉水就胃疼、腹泻，
因而只敢只敢稍微抿一小口，300毫升

一瓶的矿泉水，老张一天也喝不完。
“这都不要紧。”14日晚上7时，

夜幕降临，老张的警服隐进夜色里，

头上的警徽却在被灯光照得更亮：
“舍不得这身警服，就让我站好这班
岗吧。” （本报海口3月15日讯）

誓夺双胜利 一线党旗红

战斗在防疫一线的民警老张即将退休：

最后两个月 站好这班岗

疫情期间，琼海一康养公寓42名老党员挺身而出

防疫人手不足 热心“候鸟”来帮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3月15日讯（记者陈
蔚林）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全民
战疫 农村保卫战》特别节目第四期将
于3月16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
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3月22日16
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做好
个人防护之外，大家都很关心如何
做好消毒工作。本期特别节目邀请
到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
物防治室主任孙定炜，为观众们详
细讲解相关方面内容。

为了让更多农村地区百姓听得
明白、记得清楚，孙定炜将用海南话
进行授课。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
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
看本期节目。

本报海口3月15日讯（记者昂
颖 通讯员陈苏琤）为落实好我省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印
发的《关于如实报告从境外返琼情况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悉心
做好返琼海外乡亲的服务和关怀工

作，3月15日，省侨联向海外海南乡
团乡亲发出温馨提示。

省侨联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广
大海外海南乡团乡亲慷慨解囊、捐
款捐物，有力支援了祖（籍）国和家
乡的抗疫斗争。为此，省侨联向广

大海外海南乡团、乡亲表示衷心感
谢和崇高敬意！

省侨联提醒，请各乡团侨领及
时了解《通知》精神，协助省侨联
在海外乡亲中传达；自 3 月 1 日零
时后 已返琼或 拟返琼的海 外乡

亲，须配合执行《通知》要求，如实
报告入境情况；请海外各乡团协
助了解自 3 月 1 日零时后已返琼
或 3 月 15 日后拟返琼的乡亲情
况，及时转告省侨联；海外乡亲也
可直接与省侨联联系，以便省侨

联及时做好对接服务和协助做好
入境报告工作。

据介绍，目前，省侨联已安排联系
人与海外乡团沟通，实时掌握返琼乡
亲情况和所需，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和
关心关怀工作。

诈骗复工企业口罩款28.6万元
用于网络赌博

文昌一男子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黄涛 钟业雷）文

昌一男子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群众对口罩的需
求，先后诈骗复工复产企业口罩款28.6万元用于
网络赌博。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文昌
支队口牙派出所近日在海口将涉嫌诈骗的犯罪嫌
疑人符某抓获。

2月初，居住在女朋友家中的符某（35岁，海
南文昌人）沉迷手机网络赌博，将自己所有钱财
输光后，就从销售口罩方面想起了“歪点子”。
符某通过某手机社交APP创建名为“融业咨询”
的账号，以“某某公司采购自用口罩过剩”的理
由，大量发布虚假售卖口罩信息和交易截图。信
息一出，立即吸引了许多网民进行询问。诈骗
中，符某盯上了宋某和甘某。二人因单位复产复
工为返工人员保障口罩需求，向符某求购大量口
罩。其中，符某诈骗宋某 16.9 万元，诈骗甘某
11.7万元。诈骗得手的符某立即与宋某、甘某断
绝了联系。2月18日，发现被骗的宋某与甘某当
即报警。

在文昌市公安局相关警种的大力支持下，口
牙派出所经过缜密侦查，于3月9日，在海口市
符某女朋友家中，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符某抓获。

经现场搜查和调查，符某供述其诈骗的28.6
万元已在网络赌博时挥霍一空，只剩下102元。
目前，符某因涉嫌网络诈骗，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在进一步侦办中。

三亚机场组织
防疫宣传咨询活动

本报三亚3月15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任玲）3月15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三
亚机场”）在减少人员聚集的前提下，联合民航三
亚监管局、首都航空三亚分公司、南方航空三亚基
地、川航三亚基地等单位，共同开展以“凝聚力量
同心抗疫”为主题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
传咨询活动。

活动当天，三亚机场及各航司窗口服务咨询
岗位设立服务咨询专席，指派业务骨干开展咨询
服务活动，对旅客关注的机场防疫举措、旅客权
益、维权与投诉等问题进行现场解答；通过机场广
播滚动播放信息，号召旅客积极参与民航疫情防
控科普知识线上竞赛活动；利用三亚机场的自媒
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开展疫情防控知识的普及
宣传，得到了广大旅客及员工的好评。

“我们充分借助本次宣传活动契机，多渠道宣
传防疫期间的旅客乘机须知以及服务亮点等工
作，改善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潜力，推进疫情防
控。”三亚机场有关负责人表示。

■ 本报记者 袁宇

“这几天出院病患越来越多，心里
特别开心。我们相信武汉离春暖花开
的那天不远啦。”3月15日，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在武汉协和
医院西院抗疫前线的“95后”护士杨
毓群笑着告诉记者。出生于1999年
的她是海南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
一员。

杨毓群是万宁市人民医院重症病
房护士。在得知医院再次召集医护人

员赴疫区支援，她主动请缨参加了医
疗队。

万宁市人民医院医疗队出发当
天，站在大巴车上的杨毓群穿着浅绿
色的卫衣，戴着口罩向面对车窗的亲
人、朋友和同事挥手道别，眼神坚毅。

“没想那么多，战‘疫’是我身为医
护人员的责任。”说起报名的原因，杨
毓群表示，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从小
受父亲的影响很深，“爸爸对待工作很
认真，随叫随到，是我的偶像。这次申
请来武汉，我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

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杨毓群和
她的同伴们主要承担凌晨1时至当日
9时时间段内重症病房的护理工作。

“我们分成2个班次，每班4个小时。”
杨毓群笑着说，值夜班的工作都是一
些细活，如按时间查房，观察记录患者
病情变化，“既要对病人的情况心中有
数，也要尽可能不打扰病人休息。”

不值夜班的时候，杨毓群和同伴
也会主动申请帮助其他护士，为病患
分发早餐等。“大家都互相体谅，谁有
时间都会主动帮忙。”杨毓群说。

在抗疫一线，杨毓群快速成长。“来
武汉之前，我还不会穿防护服。”杨毓群
笑着告诉记者，此前临床工作中还没有
机会穿上全套防护装备，“来武汉后全
队进行了5天的针对性培训，包括穿、脱
防护服，学习半污染区、清洁区及生活
区防护等。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杨毓群还记得第一次穿上全套防
护装备工作的场景。“全部穿戴完成之
后很闷，而且上厕所很不方便。时间
长了就有点头晕、胸闷，一直到下班之
后才稍感放松了。”杨毓群说，目前她

在隔离病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已经适
应了穿着防护服工作。

“我们科室的重症病患已经‘清
零’了，看着越来越多的病患治愈出
院，心里成就感满满。”身在抗疫最前
线，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杨毓群每天都
会抽空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她告诉
记者，自到达武汉后，她们得到了当地
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关心，“来到了一个
大家庭，心里特别温暖。我会站好最
后这班岗，服务好病患。”

（本报万城3月15日电）

万宁市人民医院“95后”护士杨毓群：

投身抗疫前线 诠释无悔青春

琼海法院运用
便携式远程庭审系统
开庭审理4起刑事案件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陈海霞 实习
生陈宋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琼海法院转
换工作思路，采用非接触式办案、线上庭审等方
式办案，确保审判工作不受疫情影响。日前，琼
海法院运用便携式远程庭审系统开庭审理了4
起刑事案件。

庭审时，被告人在看守所提讯室内，法官通
过便携式远程庭审系统连线看守所的远程庭审
设备，即可通过视频核实被告人身份信息、告知
诉讼权利义务，公诉机关宣读起诉书并将涉案证
据通过视频展示，整个庭审秩序规范，在保障被
告人各项诉讼权利的同时，有效避免了提押过程
中出现感染风险，有助于疫情防控，保障当事人
的健康安全。

据了解，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琼海法
院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通过便携式远程
庭审、微信庭审等方式为当事人提供多元化
线上诉讼服务，把疫情防控工作和审判执行
工作同步抓紧抓好，不因疫情而耽误工作全
面展开。

近日，张训铁（左二）和同事们在辖区检查小区出入人员登记情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消毒杀菌
不留死角

近日，海口市琼山区
甲子镇环卫工人对街道
进行清洗杀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海口各乡镇加大对
垃圾分类收集亭、厕所、
菜场等容易滋生细菌病
毒场所进行清洗消杀，确
保不留死角。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省侨联温馨提示海外海南乡团乡亲

返琼或拟返琼者须及时报告

儋州白马井镇设立
临时解除隔离证明办理点

方便外省人员
办理返乡手续

本报那大3月15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盘悦华）“按照规定的程序提交材
料，现场就可以拿到《解除居家观察告知书》，非常
快捷方便。”3月12日，居住在儋州市滨海新区海
花岛的重庆籍余先生拿着全家人的《解除居家观
察告知书》说。

原来，儋州市白马井镇设立临时解除隔离证
明办理点，简化办理程序，极大方便外省人员办理
返乡手续。省外人员在提交居住证明、测量体温，
并出示健康绿码后，即可现场领取《解除居家观察
告知书》。

余先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之前办理还需要
先跑到镇卫生院盖章，再到镇政府盖章，现在设立
临时办理点，就不用跑来跑去了。

据了解，儋州市白马井镇于2月18日开始办
理《解除居家观察告知书》，需要办理的人员在家
中进行医学观察14天后，如未出现发热、咳嗽等
症状，才可到社区或居委会开示居住证明，办理
《解除居家观察告知书》。据统计，截至目前，共为
3200人成功办理《解除居家观察告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