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参加聚会。外出一定
要戴上口罩。作息规律，健康饮食。饭前便后认
真洗手。从现在起，养成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
或袖肘遮住嘴巴、鼻子的习惯。

家长要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平时
多叮嘱他们：戴口罩、勤洗手、不乱摸、不吃手、不
乱揉眼睛。

孩子的日常生活用品要单独使用、定期消毒。
引导孩子注意用眼卫生，减少使用电子产品

的时长，保护好视力。
如果家长或看护人出现发

热、干咳、咽痛、嗅觉减退等症
状时，应及时就医，避免与儿童
接触。

因儿童脸型较小，不建议儿
童佩戴具有密合性要求的成人口
罩。建议儿童选用符合国家标准
GB2626-2006 KN95，并标注
儿童或青少年颗粒物防护口罩的
产品。

孕妇到医院做产检时，要佩戴好口罩，做好防
护，尽量少在医院逗留。

孕妇也要坚持适度活动，尽量选择公园、江滩
等露天、通风的场地，避开密集的人流。

外出时减少接触公共物品，回家后先洗手。日
常可随身携带湿巾，在不方便洗手的时候，保持好
手卫生。

市民要叮嘱家中老人，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外
出时坚持戴口罩，与周围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注
意做好手卫生。

患有基础疾病或其他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的
老年人，可在就近医疗机构取药，或由家属代为取
药，不要随意停药。

老人可以去人少的公园短时间散步，尽量不与
其他人聚集交谈，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建议
疫情期间跳广场舞。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应单独使用。
日常注意定时开窗

通风，适量运动，合理膳
食，规律生活，保证睡眠，
增强身体免疫力。

家人要关注老人的
日常生活，保持通讯畅
通。时常电话和微信问
候，一方面问老人有没
有发热、咳嗽的症状，另
一方面询问老人的饮食
情况、睡眠情况和精神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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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 11日通报，8月 10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1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28 例（浙江 12 例，云南 5 例，上海 4
例，四川3例，广东2例，天津1例，山
东1例），本土病例83例（江苏54例，
湖北14例，河南7例，湖南5例，云南
2例，北京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

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4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496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29例（其
中重症病例15例），现有疑似病例1
例。累计确诊病例7737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7008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8月 10日 24时，据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789例（其中重症
病例6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7655
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94080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135904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50808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30例，其中境外输入23例，本土7例
（湖北5例，河南2例）；当日转为确诊

病例19例（境外输入4例）；当日解除
医学观察14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
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98例（境外
输入392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27880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19 例（出院 11728 例，死亡 212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57
例），台湾地区15798例（出院13103
例，死亡814例）。

国家卫健委：

10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1例
其中本土病例83例

■ 本报记者 昂颖

“随时听从组织召唤”……这是海口
市初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储备微
信群里的聊天记录，大家秒回着刚刚收
到的疫情防控志愿者招募信息，半小时
就有60多个姓名排好队形，不少人因

“手慢”没有抢到志愿服务名额，但仍主
动请缨帮忙。他们只为一个共同心愿：
为海口防疫工作尽一份绵薄之力。

“海口面向社会各界发布疫情防控
应急储备志愿者招募令后，来自各行各
业的志愿者踊跃报名。目前已有2400
余名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团海口市委
志工部部长欧阳资介绍道。

自8月7日以来，一批批支援核酸检
测工作的志愿者在琼山区云龙镇、美兰

区灵山镇等地集结，在接受专业医务人
员的培训后，便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
迅速投入到各个核酸采样点开展志愿服
务工作。截至目前，海口共组织志愿者
3200余人次在全市各核酸检测点开展服
务，志愿服务总时长超过1.7万余小时，
协助完成核酸检测30.2万多人次。

“我想做核酸检测，这个手机咋弄
啊？”“爷爷，我来帮您……”8月11日，
在琼山区山湖海小区核酸检测点，一名
志愿者看到人群中有位拄拐老者，赶紧
迎了上去，引导老者坐下后，帮助他核对
身份信息和采集码。“我们专门开通老人
服务绿色通道，一对一帮助他们顺利做
完核酸检测。”忙得满头是汗的海南外国
语职业学院大一学生王星星说。

“我是一名党员，有4年志愿活动的

经验，疫苗已接种两针，可以空出时间，
请求尽快加入防疫一线工作。”志愿者刘
昌童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应届毕业生，上
周和同学一道来海南旅游。看到志愿者
招募令后，他立即报名参加。连日来，他
与众多志愿者一道，在云龙镇核酸检测
点指引市民使用小程序登记个人信息，
采集录入核酸检测人员信息。

与此同时，在贵族游艇会酒店隔离
点的留观人员微信群里，采购员常变霞
发出了一条消息，“螺蛳粉两袋、龙眼两
斤、酸奶一箱……全买到啦，马上送到各
房间！”这里的物资后援组是24小时轮
班工作。去年打过一场防疫“硬仗”的志
愿者常变霞，如今再次回到了阵地。连
日来，常变霞和物资后援组的伙伴们带
着隔离人员开出的一张张物资需求清

单，来回奔波在周边各家超市，一趟趟地
为留观人员购买运送生活必需品。

“最近伙食怎么样，晚上睡眠还好
吗？”8月11日下午，心理咨询师黄海鹰通
过电话对一名留观人员开展心理疏导。

“有些人留观后，对环境陌生，产生了一些
不安全感。我们会经常和他们联络，让他
们感受到温暖，紧张心理也就没有了。”隔
离点，“心理防疫”不可或缺。近期，团秀
英区委遴选数名心理咨询师志愿者，采取
驻点服务、电话疏导等方式，为留观人员、
防疫一线工作人员提供心理疏导。

闻令而动、迅速到岗、有序分工……
一抹抹默默奉献的“志愿蓝”闪耀在疫情
防控一线，用实际行动守护着海口这座
城，映出了最温暖、最动人的风景。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

海口疫情防控志愿者：

微信“抢任务”排队上一线

本报那大8月11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羊文彪）8月
10日，儋州市举行对全市重点行业人群
核酸检测演练，对从事冷链、快递、外卖、
餐饮、商超、市场、交通运输等15类重点
行业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落实重点
行业人群“应检尽检”疫情防控要求，全
力排查风险隐患，严守安全防线。
25884人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演练中，医务人员身着防护服，不
畏酷热，忙碌而有序地对采样对象进行
咽拭子采样。设立2个集中核酸采样
区，共设60个核酸采样点，组织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那大镇卫生院等300余
位医务人员，进行核酸采样。采集样品
送到市内5家检测点进行检测，当天晚
上可查看检测结果。

深入项目现场开展核酸检测

举行重点行业人群核酸检测演练

本报嘉积8月11日电（记者刘梦
晓）8月11日起，从博鳌机场出港飞北
京的旅客，除须携带48小时内有效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外，还必须凭借“北京
健康宝”绿码方可登机，非绿码一律禁
止登机。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经博鳌机场出港至其他地区的
旅客，需凭借“海南健康码”或“国家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绿
码通行，红码或黄码旅客禁止进入航站
楼等区域。

赴京旅客须凭“健康宝”绿码登机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张惠
宁）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重点人群“应检尽
检”工作，逐步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及时发
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排除风险隐患，8月
10日，海口市启用了一批移动核酸采样车。

海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投入使用的移动核酸采样车共计30
辆，主要用于15类重点人群、健康码为
黄码等人群的核酸检测工作。市卫健委

将根据各区的疫情防控需求，统一安排
医务人员和移动采样车，前往各区预设
的临时核酸采样点开展核酸采样工作。

该负责人表示，采用移动核酸采样
车，可根据疫情防控需求随时出动，同时
也可将医务人员与被采集人员进行有效
分隔，减少双方的接触，有效降低感染风
险。移动核酸采样车经后续改造后，可
同时开展4组核酸采样工作。

30辆移动核酸采样车启用

本报金江 8 月 11 日电 （记者高
懿 通讯员梅艺馨 谭伟斌）8月2日至
8月 10日，澄迈县检察院干警深入辖
区防疫一线，共排查澄迈县金江镇辖
区内的 77家零售药店。重点检查各
药店是否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好抗病毒、抗生素药品销售实名登
记工作；从业人员是否佩戴口罩上岗，
营业场所是否做好消毒工作；是否要
求进出人员扫描核验信息等。据悉，
此举旨在进一步推动落实“购买发热、
咳嗽药品实名登记”等防疫措施。

检查77家药店防疫工作

本报讯 （记者贾磊 通讯员陈芬
芬）近段时间以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各项目工地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的同时，稳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8月9日，在保亭县中医院项目工
地入口，施工方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对进入施工区域的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信息登记和口罩佩戴检查等，并定

期对项目区域和生活区采取消杀措施，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严格管理工人，对所有工
人都进行进出的详细登记，尽量避免
让他们去人员密集的地方，我们项目
工地会全方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保亭县中医院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
庄松锋说。

抓好项目工地疫情防控

8月 11日，设在海口的康芝药
业海南总厂车间内，工作人员在检
查生产出来的口罩质量。目前，海
口全市有10条以上口罩生产线，主
要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储备口罩约
1000万个。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廖浩晟 文/图

口罩生产
有备无患

看点

面对德尔塔毒株，
如何做好科学防护？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整理

特殊人群防疫要点

这份《海南美食防疫手册》真香！
面对传播性更强的德尔塔毒株，如何科学地进行防护？海南美食界

“坐”不住了，集体组团要为抗疫出一份力。

制图/杨千懿

本报洋浦8月11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柳雨兰）8
月10日，洋浦医院专门安排医护人员深
入100万吨乙烯项目建设工地，给施工
人员做核酸检测样本采集。

现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医护人员提
供上门采样服务，不仅为企业节约了时
间成本，还能有效避免人员聚集。据悉，

本次共对2500名现场施工人员进行了
核酸检测样本采集。

洋浦医院护理师赵慧表示，洋浦医
院已前往各派出所、小铲滩国际集装箱
码头、金海浆纸码头等单位和企业，现场
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据统计，今年7月
份以来，洋浦共有约2.8万人进行核酸
检测，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儋州

洋浦 保亭

澄迈 博鳌机场

扫码查看《海南美
食防疫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