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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媛媛

8月9日上午，海口市120急救中
心内，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对
一辆刚刚结束转运工作的负压型急救
车清洗消杀。

海口疫情防控形势升级以来，海
口市120急救中心不仅承担着全市确
诊、疑似病例的转运任务，还要将密接
人员、有发热等临床症状的旅客接转
送达指定隔离点。

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出发，平
均一次出车耗时3小时。8月1日8
时至9日17时，经过连续奋战，海口
急救中心已经出动负压型急救车123
车次，完成256人次转运任务，其中任

务量最多的一天，共出动30车次。
“洗消时一定要注意防护，千万不

能掉以轻心。”正戴着口罩冲大家喊话
的，是急救科副科长吴淑虹。疫情发生
后，本不负责一线防疫工作的她主动请
缨，她就像是急救中心的“大管家”，既
要负责车辆及急救人员的协调调度，也
要确保大伙的防疫物资和后勤保障。

在待命室里，急救医生朱盛山一
边处理手头工作，一边等待任务指
令。今天凌晨5时50分，他和同事接
到紧急任务赶赴现场，将近8时才回
到急救中心。只是稍做休整，他又再
一次出现在“待命区”。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近段时间以
来，朱盛山和同事常常出现在各个疫

情管控区域。身着厚重防护服的他们，
在太阳的“炙烤”下来回穿梭。为了防
止身体虚脱，朱盛山每次出任务前都
要灌上几大杯水。他说，即便如此，也
很少上厕所，“因为出汗实在太多了。”

8月8日，在朱盛山的一次任务
中，病患因突发疾病在急救人员到达
时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身着防护服
的朱盛山顾不得室外的酷热，专注地
给病患进行了超过30分钟的心肺按
压施救。

汗水浸透朱盛山的口罩，大幅度
的身体运动和密闭的防护服数次令他
感到“窒息”，但这些都没有他让停下
手中的动作。急救结束后，他卧倒在
地，休息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说不累是假的，但一想到我们的
工作能够帮助很多人，一切都值了。”
面对海南日报记者的采访，朱盛山笑
了笑。

此时，刚刚结束转运工作的急救
司机李传师完成了个人消毒，他站在
调度室门前，用力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脱下口罩后，他的脸庞满是勒痕。

由于人手不足，十几天前李传师
被临时抽调配合转运工作。数不清的
凌晨出车，平均每天工作10余小时、
开车数百公里，最忙碌的时候，车辆洗
消的一小时就是他仅有的休息时间。

在交谈中，吴淑虹站在洗消中心
门口抬头望了望，这个突然的动作引
起了记者的好奇。一旁的工作人员解

释道，吴淑虹是在看自己的家。
“那个贴着红色窗花的是我儿子

的房间。”眼前的这位母亲语气虽然平
淡，但眼神里满是藏不住的挂念。

虽然距离不过数十米，但为了保
障家人的安全，吴淑虹已经10多天没
有回家，就连爱人近期住院，她也没能
去照料。想儿子的时候，她只能打个
电话，在窗口或者楼栋前互相招招手。

9日上午10点38分，一个电话打
破了海口市120急救中心短暂的平
静。“接到新任务了，大家赶紧换上防
护服，去琼山区云龙镇。”吴淑虹话音
未落，大伙儿迅速忙碌起来，他们又将
开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本报海口8月9日讯）

海口：

一疑似阳性人员
核酸检测复核为阴性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报
记者从8月9日海口市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口金地自在城
小区疑似阳性人员核酸检测复核结果为阴性。

据介绍，8月8日凌晨，海口市秀英区疾控中
心接报金地自在城小区1名居民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初筛阳性。秀英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第一
时间对疑似阳性人员进行管控并启动小区临时
封控措施，同步开展涉疫小区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根据规定流程，金域医学检测中心对原样本
进行二次复核结果为阴性；区疾控中心立即对该
居民进行再次采样并送省、市疾控中心检测，确
认该居民为阴性。经对涉疫小区相关人员和环
境开展核酸检测，结果也均为阴性。

截至8日19时30分，该小区已恢复正常秩序。

海口机场码头两个方舱
实验室已启用
3至4小时内可出核酸结果

本报海口8月9日讯 （记者计思佳）8月 9
日，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透露，经过两天的设备调试及前期预实
验，海口新海港、美兰机场移动方舱实验室分别
于8月7日23时、8月8日7时投入使用。两个方
舱实验室日检测量可达5000管，3至4小时内可
出核酸结果，最大限度减少旅客等待时间。

海口学校秋季入学报名

12至17岁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不作为入学强制要求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9日，
海口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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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秋季入学
报名时，海口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将“应接尽接”
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凭证纳入报名入学的材料之一
进行查验，但不作为开学报名强制性准入条件。

据介绍，海口市12-17岁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按照“应接尽接”和“自主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在
充分告知学生本人和家长的基础上，引导并鼓励
青少年积极接种、主动接种。

开学报名查验接种新冠疫苗凭证，是为了掌
握海口市12-17岁人群接种新冠疫苗情况，以便
开学以后尽快安排未接种人员（含第一针和第二
针未接种人员）接种疫苗。

下一步，海口市将继续查缺补漏，积极推动尚
未接种的12-17岁人群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并
提前谋划接种间隔已满21天人员的接种工作，做
好电话提醒和短信提示，请广大家长和同学们积极
配合，主动到海口市指定的各接种门诊接种疫苗。

海口教育系统积极应对疫情防控

学校验收合格方能开学
中高风险地区师生暂缓返校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计思佳）在8月9
日海口市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上，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海口教育系统积极应对疫情防控，对学校开
展开学检查验收工作，验收合格方能开学。同
时，中高风险地区师生暂缓返校。

根据海口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制定的防
控措施，该局制定了师生员工返校条件：一、在岛
外的中小学（含幼儿园、中职学校、特殊教育学
校，以下同）教职工，至少在本单位规定的到岗时
间提前14天返琼；中小学生至少在报名注册时间
提前14天返琼。二、中高风险地区师生暂缓返
校。三、岛外返琼的14天内有涉疫区旅居史的师
生员工，入琼前做完核酸检测，入琼凭48小时内
（从检测结果出来时计算）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通行。四、本人或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为确诊
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次
密切接触者的，暂不返校报到。五、本人或密切
接触的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持健康码

“绿码”及由隔离点开具的解除上述情况的证明
方可返校。六、境外师生员工，返校政策暂保持
不变。七、有发热、咳嗽、腹泻、嗅觉（味觉）减退、
皮疹等症状的师生员工，暂不返校，待治愈且排
除新冠肺炎感染的，报学校批准后可返校报到。

8月1日至9日，海口120急救中心出动123车次，完成256人次转运任务

与时间赛跑 为生命护航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遛狗、散步、买菜、上班……8月9
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金碧大地豪庭
小区的居民生活又恢复了往常的状
态，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出门都
会自觉佩戴好口罩，进入小区也会进
行体温检测。

由于龙华区金碧大地豪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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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三检”结果均为阴
性，经综合评估，传播风险较低，因此

除确诊病例胡某经过的楼栋单元继续
执行封控管理外，其余区域8月8日
晚已解除封闭管理。

当晚，海南日报记者先后在金碧
大地豪庭、农垦二供小区门口看到，工
作人员已经张贴解封通告，在通告旁
边还有一封感谢信，感谢疫情防控期
间广大住户们的积极配合和理解支
持。原来隔离区的警戒线以及封控区
内的物资转运货架也陆续被拆除。

“感谢医护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为防疫工作以及我们居民生活保障作
出的努力。”8月8日晚，得知小区解封
后，金碧大地豪庭居民廖先生第一时

间便带着孩子去超市采购物资，“孩子
在家也闷坏了，带着他出来逛逛，顺便
补充家里的生活用品。”

“在封控管理期间，政府部门给我
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所有需要的物资
只要在群里面说一下就会有工作人员
帮忙购买。”廖先生说，从8月1日开
始封控管理以来，小区居民一共做过
3次核酸检测，“天气很炎热，医护人
员和社区人员穿着防护服为我们检
测，很辛苦，也非常感谢他们。”

“虽然小区已经解封了，但是解
封不解防，你们还是要做好后续的管
理工作，严格落实人员进出查证、扫

码、测温、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同时
要定期对小区进行消杀。”龙华区城
西镇副镇长王鸿忠向物业工作人员
嘱咐道。

8月9日，记者再次走访了部分解
封的小区。“麻烦把你的口罩戴好，要
不然不能出门”“你好，请出示健康码，
外来人员进入小区请登记下身份证号
和个人联系方式”……在海垦街道农
垦二供小区门口，警戒线已经拆除，但
是小区保安却一刻也没闲着，除测量
体温外，还要查验进入小区人员的健
康码，并登记身份信息。

“目前小区确诊病例胡某家属

居住的6栋1单元仍未解封，我们在
加强对出入人员管理的同时，将继
续做好封控管理居民的生活保障服
务。”龙华区海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熊克华说，“目前仍处于封控管理的
居民情绪稳定，也比较理解我们的
工作。”

通过连线，6栋1单元一住户告诉
记者：“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形势仍然很
严峻，我们也会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尽
管不能出门，但是生活物资供应都很
充足不需要担心，我们也希望能够早
日战胜疫情。”

（本报海口8月9日讯）

海口解封小区居民生活恢复正常，小区管理未松懈

解封不解防 放开不放任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妈妈，抱抱。”近日，在三亚市人
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三亚医院（以
下简称川大华西三亚医院）住院部，当
听到刚动完手术的4岁半儿子程程说
出这句话，该院发热门诊护士长王小
婷的泪水在眼圈里打转。作为一名奋
战在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她出于安
全考虑，还是拒绝了儿子的请求。

连日来，我省多地进行大规模人
群核酸检测工作。川大华西三亚医
院是三亚一个核酸采样点，该院将门
诊大楼前用作停车场的空地改造成
核酸采样点，将防疫阵线前移。医院
医务人员取消休假，全力以赴、日夜
奋战，满足市民游客的检测需求。

“小婷，程程肚子痛，不停地哭闹。”
7月31日上午，王小婷接到母亲的电
话，当时她正在组织采样点的搭建工
作，指导母亲用药油帮程程揉肚子后，
便匆忙挂断电话。中午，母亲再次打来
电话，但忙碌的王小婷并没有细想。

“程程肚子疼得厉害，你快回来
看看。”当天，又一次接到母亲的电话
时，王小婷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她匆忙赶回家，看到儿子疼得蜷缩成
一团，立即把儿子送往医院进行治

疗。经过检查，程程被确诊为阑尾炎
引发肠套叠，由于耽误了时间，还产
生黏连，需要立即进行手术。

儿子刚被推进手术室，王小婷就
回到发热门诊继续工作。“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发热门诊相当于‘前哨
站’，作用十分重要。在这里，每一个
岗位都很关键。”尽管心内非常自责，
但王小婷仍然选择坚守岗位。

令人欣慰的是，程程的手术进行
得很顺利。王小婷收到同事发来的

信息，匆忙赶到手术室外迎接孩子，
看了几眼后就又回到岗位上。王小
婷的丈夫裴琛很支持妻子的决定，他
在病房里远程办公，承担孩子术后照
顾的重任。王小婷则每天趁着送饭
的时间去看望孩子。

在工作中，王小婷没有和身边的
同事提起儿子住院的事情，“怕给大家
添麻烦”。一天，该院发热门诊主任孟
开顺注意到王小婷休息时总住院部大
楼跑，经询问才得知程程的事情。孟

开顺将事情反映给医院领导，王小婷
得到了半天的假期。虽然可以休假，
但是王小婷依然心系工作，不停地接
打电话，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我陪伴儿子的时间太少了，希
望他能够谅解妈妈。”谈到儿子，王小
婷的心中充满愧疚，但能为疫情防控
贡献一份力，她又感到很自豪，“我是
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护人员，在抗击
疫情的战场上，必须冲锋在前，坚守
阵地。” （本报三亚8月9日电）

川大华西三亚医院护士王小婷在孩子手术时依然坚守岗位

舍家心有愧 抗疫志不悔

8月8日晚，省人民医院
的护士唐心微在接受咽拭子
采样，她是海口琼山区府城中
学核酸采样点当天最后一名
接受采样的人员。当时，遮阳
棚里的灯光已经熄灭，医护人
员纷纷打开手机手电筒，照亮
正在采样的同事。

8日当天，省人民医院机
动应急采样队在海口府城中
学核酸采样点工作，从早上8
时 至 晚 上 12 时 ，共 采 样
13971例。在结束当天的工
作前，采样人员及后勤保障人
员逐一接受咽拭子采集，做到
“应检尽检”，不漏一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五指山：

番阳镇初筛阳性人员
重新采样检测为阴性

本报五指山8月9日电（记者谢凯 特约记
者刘钊）8月9日凌晨，五指山市番阳镇一名村民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初筛为阳性，五指山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一时间对相关人员进行了
隔离管控。

根据规定流程，重新采样分别送省疾控中
心、省第二人民医院检测，检测结果均阴性。相
关人员和环境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疾控部门提醒，广大居民要加强防护意识，
做好个人防护，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主动接种疫苗，关注官方发布信息，配合做好
各项防疫工作。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实习生 李科翰

身处在疫情管控小区，要买两盒
不常见的救命药品，需要费多少工
夫？答案是只需要向政府部门打一
通电话。

8月9日上午9时30分许，海口
市琼山区云龙镇政府工作人员接到
一通求助电话：疫情管控小区南国威
尼斯业主郎先生患有糖尿病，需要每
天注射胰岛素药品，由于小区实施封
闭管理，家中备用药已经用完了，亟
须补给。

郎先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

是吉林省长春市人，独自一人居住在
南国威尼斯小区。他需要每天注射
3次胰岛素，否则病情会无法控制，
身体不适。

“马上安排！”放下电话，云龙镇
值班领导彭定晓立即交办工作，他特
意强调：“群众的事都是大事，一定要
全力解决。”

郎先生需要两种药：重组赖脯胰

岛素注射液和重组甘精胰岛素注射
液。这两种药都是处方药，而且并非
家庭常用药。考虑到云龙只是个小
镇，他在求助时，心里并没有底。

镇政府工作人员王强接下了采
购的任务。

他先是就近询问了云龙镇上的几
家药店，全都失望而归。随后，他又驱
车到相邻的灵山镇，同样没有找到。

只能扩大搜寻半径。王强没有
犹豫，当即驱车30公里赶到了海口
市区。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省妇幼保
健院……王强一边找一边通过同事
朋友打听消息。最终得知海口市人
民医院有其中一种药，省人民医院有
另一种药。

王强赶紧先后赶到了两家医

院。排队、开处方、买药，上午11时
许，王强终于买齐了两种药品。他
立即马不停蹄往回赶，将药送到郎
先生手里。

“太感谢你们了！”确认药品无误
后，郎先生有些激动，“你们不辞辛
苦，跑了几十公里，及时把我的救命
药送上门，真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本报海口8月9日讯）

海口云龙镇政府工作人员急封闭小区居民之所急

奔波数十公里 送上救命药品

战“疫”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