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8日，
海口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介绍，海口累计健康码“黄转绿”达2万人。

据介绍，为尽快阻断疫情传播，海口市根据疫
情防控大数据分析结果，将近期曾在防控重点区
域停留过的市民健康码赋予“黄码”。被赋予黄码
的市民接进行核酸检测后，检测结果阴性即转为
绿码。

截至8月 7日 17时，海口全市黄码人数共
29408人，当日转绿码2086人，累计转绿码人数2
万人，剩余未转绿码9408人。

截至8月7日17时

海口全市黄码人数共29408人
当日转绿码2086人
累计转绿码人数2万人

剩余未转绿码9408人

海口已有2万余人
健康码“黄转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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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实习生 李科翰

8月8日上午，在海口市云龙镇
榕庄核酸检测采样点，穿着防护服
的医护人员们个个被三指宽的胶带

“五花大绑”。
他们每个人背上，为了降温，都

绑了2袋冰块。
这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

副主任庄春丽看到样本箱里的保温
冰块后突然想出的主意，她是这个
点位的负责人。

气象部门数据显示，8日海口气
温最高达37.5℃。在核酸检测采样
工作中，医护人员长时间闷在密不
透风的防护服里，如何为他们降温
防暑成了一道难题。

冰块是现成的，塑胶医用手套
也能勉强当作袋子用，庄春丽没犹
豫，立即招呼大伙开干。

冰袋绑在身上后，海口市妇幼
保健院护理部干事符卜娜立马觉得
凉快了不少。忙了20分钟，她抽空

反馈：“体感温度降低了，也能静心
做检测，效率高了不少”。

按照庄春丽的计划，大家身上
的冰块化了就换新冰袋。实际上，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每个人背后的
冰块都已化了大半。她们嘴里说
着：“等我采完这个就换。”然而采完
了一个又一个，冰块融化了，他们依
然无暇更换。

由于采样时要时常起身，动作
幅度不小，不少人的冰袋掉在地上，
譬如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保科医生
杨和丰。当记者准备把冰块捡起
来，打算为她重新绑回去时，她却摇
摇头：“还会掉的，不浪费时间了。”
她觉得，绑回冰块的几秒钟时间，
可以再为一位市民做完采样。

11点半，盒饭送到了。轮班的
医护人员匆忙吃过饭，准备上场。
大家穿防护服前，庄春丽又拿起一
瓶风油精，在每个人的背后和脖子
上都涂了一遍。

看到忙碌了一上午的医护人员

开始换岗轮休，云龙镇委副书记陶
硕赶忙上前张罗了起来。“大家可以
来这里吃饭。”他就像现场的一位

“管家”，一边安排医护人员用餐，一
边提醒群众保持距离，同时还要协
调帐篷和冰块等物资。

这时，在前端做信息登记的政府
工作人员也到了换班时间。他们站起
身时，记者注意到，虽然他们同样穿着
密闭的防护服，背后却并没有冰袋。

“大家怕冰块不够，都先给医护
人员用，他们最辛苦。”陶硕说，在此
次工作中，所有政府人员都秉持同
一个原则：医护人员优先，无论是冰
块，还是热盒饭。

“冰块你们尽管用，如果库存不
够，我再让人从市区送过来。”听到陶
硕的话，采样队伍中，一名男子站了
出来。他叫李河，专做冰块批发生
意，也是为采样现场提供冰块的人。
记者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马路斜对
面，他的店门大开，不时有后勤保障
工作人员从屋内的冰库中取用冰块。

云龙镇政府工作人员王强负责
采购冰块。他说，镇政府的本意是
花钱购买冰块，但李河知道这是为
了防疫工作，坚决不同意，而是免费
赠送。王强大概算了算，这些天，李
河已经为镇上的核酸采样工作提供
了几十包冰块。

“疫情当前，人人都该尽一份责
任。我们没办法做什么大贡献，就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面对记者的询
问，李河有些害羞，与坚决表明“只
送不卖”时的霸气表现判若两人。

正午，新的冰块送到了，负责后
勤保障的工作人员又开始忙碌，核
酸检测采样的队伍有序地向前流
动，医护人员背后的冰块，再一次慢
慢融化。

（本报海口8月8日讯）

海口核酸检测采样点医护人员出招防暑降温

炎日天使“双翼”是冰袋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崔梅丽

“祝你生日快乐……”8月7日
12时许，海口市秀英区大华健康管
理服务中心上演温情一幕：穿着防
护服的医务人员敲开房间，递上生
日蛋糕，齐唱生日快乐歌，让留观的
小朋友康永在这个临时的“家”度过
了一个温暖又难忘的11岁生日。

康永小朋友是海口的一名小学
生。因参加了“少年突击队”军事夏
令营，和确诊病例轨迹有重合。8月
3日下午，小康永和母亲王女士以及
8岁的弟弟一起住进了秀英区大华健
康管理服务中心，进行为期14天的
隔离观察。

“在服务中心，大家感受到了工
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日三餐

都安排得很丰富，每周都不重样。
知道我们家有小孩，饭菜特地少放
辣椒，还专门准备了易消化的八宝
粥。一起来留观的人员中有位孕
妇，工作人员为她专门准备了营养
餐，购买了维生素。”王女士说，在房
间内，她每天督促两个孩子做暑假
作业、画画、做运动，空闲的时候让
他们看一会电视、玩下手机，学习生
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前两天，因临近小康永的11岁生
日，当他得知无法像以前一样热热闹
闹过生日时，和妈妈闹起了情绪。“健
康管理服务中心管理很严格，我们不
能自己订外卖送进来。我就跟孩子说
用水彩笔给他画个生日蛋糕，他听了
后还是高兴不起来。”王女士回忆。

8月6日，细心的工作人员梳理
信息时发现，第二天就是小康永的生

日，便主动打电话给王女士，问孩子
喜好什么口味，他们要专门为孩子准
备一个生日蛋糕。“我听后很感动，他
们还专门嘱咐我，不要提前告诉孩子，
想给他一个惊喜。”王女士告诉记者。

8月7日中午12时，听到“咚咚
咚”的敲门声，小康永打开门，惊喜
地发现健康管理中心的一名工作人
员和两名医护人员推着餐车出现在
门口。餐车上放着一个漂亮的生日
蛋糕，还有橙子、龙眼等水果。戴上
工作人员为他准备的生日帽后，小
康永和大家齐唱生日祝福歌，许下
了生日愿望。

“我原本以为今年的生日肯定
要泡汤了，没想到有这么多叔叔阿
姨陪我一起过！”小康永说，这份意
外的惊喜让他非常开心。

“虽然管理中心是临时的家，我们
也想让大家在这里感受到暖暖的爱！”
大华健康服务管理中心负责人郑峻敬
介绍，为严格健康管理服务中心的规
范化管理工作，并给在此隔离观察市
民提供细心周到的服务，秀英区委、区
政府从全区各部门抽调了27名工作
人员组成了专门的工作组。“我们专门
开通了客房交流热线，针对大家‘有什
么困难？身体状况如何？对管理上有
什么意见或建议？’这三个问题主动与
留观人员交流，全力做好服务。”

郑峻敬表示，接下来，该中心还
将重点关注留观人员的餐饮、基础
病患者寻医问药、情绪疏导、丰富精
神文化等方面需求，让他们更多地
感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关爱，以
积极健康的心态共同应对疫情。

（本报海口8月8日讯）

海口11岁小朋友在隔离观察期间迎来特殊生日

临时的“家”隔离不隔爱

本报海口 8 月 8 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8月8日晚，海口
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解封龙
华区金碧大地豪庭等场所的通告。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八版）和省市相关专家意见，海

口市龙华区城西镇金碧大地豪庭、
丁香家园、吉宝佳园 3个封控小区
以及金城一品、创业新村、海垦街道
农垦二供3个封闭小区共6个小区
的管控区域内全体人员，经“七天三
检”全员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经综
合评估，传播风险较低。8 月 8 日

起，龙华区陆续解除除确诊病例胡
某经过的楼栋单元以外管控区域的
封闭管理。

公告决定2021年8月8日18时
起，解除城西镇金碧大地豪庭、丁香
家园、吉宝佳园 3个封控小区以及
金城一品、创业新村两个封闭小区

除确诊病例胡某经过的楼栋单元以
外管控区域的封闭管理。8月 8日
22时起，对海垦街道农垦二供除病
例胡某家属居住的6栋一单元外的
其他封控区域解除封控管理。解除
封控管理后，仍需加强管理，严格落
实人员进出查证、扫码、测温、佩戴

口罩等防控措施。
此外，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仍严

峻复杂，全区市民仍要高度重视疫
情防控工作，加强自我健康管理，加
快新冠疫苗接种，出行佩戴口罩，进
出公共场所测体温、扫健康码，如有
不适及时就医。

海口龙华区6管控区域解封
区域内全体人员“七天三检”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海口织密扎紧
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网
成立防控工作专班 实行“包镇责任制”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计思佳）农村是防
疫较薄弱的环节，特别是海口美兰机场附近农村
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8月8日，海口市召开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海
口织密扎紧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网，成立农村防控
工作专班，实行“包镇责任制”，加快农村地区疫苗
接种。

据介绍，海口强化机场周边农村重点人员排
查。进一步强化“中高风险地区及相关人员”排查
工作体系，完善区、镇、村三级派单核查工作机制，
对来自其他省市中高风险地区来琼返琼人员开展
大排查、大起底。

此外，进一步压实“四方责任”。以各村为主
体，全面加强外来人员排查，并做好登记；发挥基
层医疗机构的前哨作用，第一时间反馈发烧患者
情况，触发人员跟踪机制；加强机场周边农村地区
人员密集场所管控；引导群众停办公期、集会、庙
会等群体聚集活动和各类文化演出活动；继续做
好农村地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确保应种尽种。

海口加强特定场所
和特殊人群疫情管控工作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8日，
海口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介绍，该市加强特定场所和特殊人群疫情
管控工作。

根据省、市疫情防控要求，海口市看守所、戒
毒所等监管场所严格落实封闭管理，实行ABC班
高等级勤务模式和2次核酸检测制度；各精神专
科医院严格执行预检分诊制度，对每位新住院患
者进行核酸检查；养老机构实行封闭式管理，开展
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健康检测、定期核酸检测等
疫情防控措施；社管组深入全市33个宗教活动场
所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督促各宗教场所落实检验、
查验行程码及健康码、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等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海口严守机场口岸防输入

累计接收重点疫区
入琼医学观察人员2823人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8日，
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口严守机场口
岸防输入，累计接收重点疫区入琼医学观察人员
2823人。

据介绍，海口在美兰机场口岸建立了从登机
到抵琼后全流程防输入的分流分检管控机制。截
至8月7日，机场口岸通过信息核查，累计接收重
点疫区入琼医学观察服务人员2823人，接收核酸
检测服务20559人。

同时，启用集中留观酒店3家642间客房，依
照规范程序做好涉疫区核酸检测人员、入境人员、
中高风险区来琼返琼人员以及密接者和次密接者
的健康管理服务。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8月8日12时许，在海口市白
驹学校核酸检测采样点，定安县妇
幼保健院主管护师吴潇湘迅速地
换好防护服，坐到既定的位置上，
准备投入新一轮采样工作。

和吴潇湘一样，白驹学校采样
点里的医务人员分别来自定安县
人民医院、定安县中医院和定安县
妇幼保健院，今天是他们支援海口
核酸检测工作的第二天。

从8月 6日 10时投入采样一
线，到7日凌晨1时结束首日工作、
清晨5时30分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耗时长、高强度还不是令人感到最
辛苦的部分，炎热的工作环境更考
验着这群医护人员的意志。

海口中午的室外，明晃晃的太
阳晒得人睁不开眼，闷热的空气让
人喘不过气，穿着短衣短裤，不一
会就会汗流浃背。

“穿上防护服后，一分钟就会

冒汗。”虽然辛苦，但这丝毫没有影
响吴潇湘和“战友”们的工作状态。

“大伙都尽量少喝水，担心耽误
了群众的时间。有些医护人员差点
中暑，短暂休息后再次投身一线。”
吴潇湘说，每每看到那些正在辛苦
排队等待采样的群众，大家就更有
动力，加快采样速度，尽自己所能助
力海口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连续工作近3个小时后，吴潇
湘的同事接手了她的工作。她脱
下防护服和手套后才发现，自己的
双手早已被汗水浸泡得发皱发白，
口罩勒出的印子像是刻在了脸
上。截至8日 17时，短短不到两
天，她和其余49名来自定安的医护
人员已累计完成采样9524例。

8日晚8时许，白驹学校内灯火
通明，紧张的采样工作还在继续。

“我们50名来自定安的医护人
员一定会付出最大努力，只要有需
要，我们随时都能上。”吴潇湘说。

（本报海口8月8日讯）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阿公，袋里是早上刚到的新鲜
蔬菜，还有刚宰杀的鱼。需要什么
您再跟我们说，我们明天带过来。”8
月8日上午，海口市云龙镇儒林村八
旬独居老人陈祖堂的家里来了两个
年轻人，打头的是村干部陈元文。

“阿文，谢谢你们啊，有你们真
好。”陈祖堂颤颤巍巍接过袋子后，
紧紧握住陈元文的手，神情中流露
着感动。

“阿公，还有一个好消息，您的
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村民也全都
是阴性，大家都没事啦！”陈元文带
来的好消息，让陈祖堂明白，现在
村子安全了。

陈元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受

疫情影响，几天前儒林村进行了封
闭管理，期间，村干部、党员和志愿
者共同成立一支志愿服务队，大家
分工协作，承担起村里的抗疫任务。

陈元文负责帮助独居老人解
决吃饭的问题。每个老人喜欢的
食物不一样，能吃的种类也不尽相
同，还有的老人每天都要服药，为
了弄清楚老人们的生活习惯，陈元
文挨家挨户上门了解，并一一记录
下来。记录完成后，交给村里统一
负责采买的人员一起购买，再分门
别类送到各家各户。

送上门的菜，满含着关爱。聊
了几句后，陈元文又往下一位老人
家中，看着这群年轻人离开的背
影，陈祖堂很是欣慰。

（本报海口8月8日讯）

海口龙华区上线
涉疫重点人员排查管控系统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刘
伟）为切实做好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排查工作，海口市龙华区城市运行联动
中心牵头开发了涉疫重点人员排查管控系统，系
统提供PC和手机端，便于基层工作人员操作。

8月7日，省市多批次下达了9万多条数据，接
收到数据后，从系统导入，通过大数据比对自动进
行筛选和汇总，大大提高了排查工作效率，日排查
量较之前提高了15倍。基层工作人员随时随地都
可以排查和反馈，提高了信息转派和处理能力，减
少了排查出错情况的发生，提升了排查的准确性和
严密性，为基层减轻负担，为防疫工作争取时间。

下一步，龙华区将继续打造和完善系统功能
模块，更迅速更准确地推送数据给排查人员，并对
排查异常人员进行日常监测、管控和服务，筑牢防
疫屏障。

支援海口核酸检测工作的定安医护人员：

尽己所能 我们随时在

海口云龙镇将服务送到独居老人家里：

分工协作 送菜送关怀

守护者

志愿者

8月8日上午，在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一核酸检测点，为了防暑，医护
人员“背冰”上阵。 通讯员 龙泉 摄

海口秀英区大华健康管理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为隔离的小朋友送上生日
祝福。 （秀英区委宣传部供图）

8月8日，海口气温较高，医护人员在各个
核酸检测点挥洒汗水。挂在医护人员脸上的汗
珠，是他们最美的妆容。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最美的妆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