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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8月11日上午，在海口市琼山区
云龙镇榕庄核酸检测采样点，为了给
一位老人采样，25岁的护士韦娟单膝
跪地。

老人被搀扶着坐在移动核酸检测
采样车（以下简称移动采样车）前的小
板凳上。因为身子佝偻，她抬头的角
度十分有限，几乎只能平视前方，如果
按照正常采样姿势的话，难以找准采
样的位置。韦娟没有犹豫，索性单膝
跪地，为老人做采样。

韦娟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产房护
士。与前些天在室外采样的任务不
同，她当天负责在移动采样车上采
样。这辆车是专为老弱病残等行动不
便群体设置的“绿色通道”。

车里开了空调，温度大约29℃，正
好是老人和孩子都能接受的温度。韦娟
的“办公桌”摆在车后门，车门口的地面
上放着一张给群众的小板凳。

当海南日报记者表明采访意图时，
韦娟很不好意思：“我在车上有空调，我
的同事在室外更辛苦，更值得被报道。”

实际上，记者在旁观察了半小时，
发现韦娟的岗位也并不轻松。

她负责的群体特殊。许多老人听
力不好，有基础疾病，不少孩子会哭
闹，韦娟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去沟通。
棉签入喉的那一刻，动作最好干净利
落，才能让老人孩子减少不适感。

如果群众可以站着采样，韦娟在
车里站着探出身子就可以完成。但
是，由于“绿色通道”本身就是为老弱
病残等群体设置的，不少群众都需要
坐下采样。这就意味着韦娟需要常常
下车、上车。

对于全身都包裹在防护服里的人
而言，上车、下车都比平时要麻烦一
些。由于车后门摆着桌子，剩余的活动
空间宽度大概只有30厘米。反反复复
上下车时，韦娟常常会撞到桌角或车的
扶手，疼得她“嘶”了好几声。“这也没办
法，群众不方便，肯定要先顾及他们的
需求嘛。”韦娟的声音里带着笑意。

当天13时30分许，韦娟被换下
来吃饭。由于长时间提高音量跟老人
说话，她的嗓子已经有些干哑。

“我不觉得自己有多辛苦。相反，
很多人在采样后会跟我道谢，这让我
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都是朝着同一
个目标努力。”韦娟说。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海口12至17周岁人群累计
接种新冠疫苗16.31万剂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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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8月
11日，海口全市新增接种疫苗4637剂。第一剂
累计接种231.07万人，占全人群80.42%；第二剂
累计接种205.25万人，占全人群71.43%。

11日当天，海口12至17周岁人群新增第一
剂接种1524剂，累计接种16.31万剂，占12至17
周岁人群85.24%。

海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呼吁，12至17岁
的青少年，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要积极接种新
冠疫苗，助力构筑全民免疫屏障。

从海口汽车总站乘车前往中线方向
须出示核酸阴性证明

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适时调整交通管控措施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有市民
反映，目前，所有从海口汽车总站去往我省中线方
向的旅客，须出示48小时内有效核酸阴性检测报
告，但乘高铁离开海口没有这个要求。为何会出
现这样的区别？在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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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
解释。

该负责人表示，旅客从海口汽车总站乘车出
发前往我省中线地区须凭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乘车，是落实针对中风险地区疫情进行精
准防控、从严管控、保障安全的相关措施要求。

关于乘坐高铁离开海口（往岛内）不实行上述
管控措施，是根据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客运场站和
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
（第五版）》的相关规定，对于中风险地区所在县级
行政区的城市轨道交通并未提出线路停运要求。
同时，海南铁路公司有关疫情防控工作依据交通
运输部和国铁集团有关轨道交通防疫专项要求执
行。因此本着精准防控、兼顾市民出行需求的原
则，该局暂未对海口火车东站实行上述管控措施。

后续，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将根据
海口市疫情防控需要适时调整交通管控措施并及
时向公众发布信息，确保公共交通出行通畅。

海口完成发热患者
核酸检测万余份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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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至8月11日，全市累计
完成发热患者核酸检测1.04万份，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近7天发热患者平均就诊人次，为960人
次/天，在常态的区间范围内。

据介绍，从8月1日起，海口加强对发热门
诊的监测，特别关注对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及乡镇卫生院发热门诊开展发热患者全面筛
查工作，并要求发热门诊医院严格落实首诊负
责制。

院感防控是防止疫情扩散传播的底线。海口
市要求发热门诊医院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规范

“三区两通道”布局，设置隔离区域或过渡病室，配
备专业人员和相关设施设备。

下一步，海口还将搭建发热门诊、肠道门诊
及重点人群信息多点触发的应用系统，加强对
风险地区来琼人员的主动预警。进一步完善预
约诊疗和预检分诊。按时段安排好患者就诊时
间，减少人员聚集。对定点医院开展院感防控
交叉检查，督促促进院感防控的落实，守住医院
的防线。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习
霁鸿 特约记者许晶亮）8月12日，海
口市琼山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云龙镇
全镇区域范围内，除海口高新区云龙
产业园、云龙镇卫生院以外的其他区

域全部解除封控管理，全面复工复产
复市。

公告指出，8月5日琼山区云龙镇
全镇实施封控管理以来，8月5日、8
日、11日3轮全员核酸检测，以及8月
12日环境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且

区域内无新发病例。
根据公告，海口高新区云龙产业

园（具体范围为海榆东线以西、休闲步
道以东、横四路以北、横六路以南）保
持为中风险地区，继续按照封闭区要
求实施管理。

公告提出，解除封控管理时，人员
要有序离场，管控设施设备要有序撤
除，环卫部门迅速完成区域内环境卫生
保洁工作，请全镇群众听从清场工作人
员的安排，有序恢复日常生活秩序，避
免出现人群拥挤和影响交通问题。

根据公告，云龙镇全镇继续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云龙镇仍在居
家隔离人员，需严格执行居家隔离的
管控要求。云龙镇卫生院继续封闭管
理满14天（自8月4日起计算）且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后即可解封。

海口云龙镇部分区域解除封控管理
海口高新区云龙产业园、云龙镇卫生院继续实行封闭管理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计
思佳）8月 12日，海南省发布了《关
于加强涉疫重点区域和场所人员核
酸检测筛查工作的通告》（以下简称
《通告》），要求健康码“黄码”人员要
及时进行核酸检测。海口市的“黄
码转绿”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在 8
月 12 日海口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海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
了介绍。

该负责人表示，从 8 月 1 日开
始，海口市已启动健康码“黄码转
绿”工作，为健康码变黄的市民提供
核酸检测服务。此前，海口发布的
核酸检测采样点位有33家，包含各

综合医院、各卫生服务机构还有各
乡镇卫生院。

在《通告》发布后，为了更好地服
务黄码人员的核酸检测工作，该市在
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口市中医医院、海
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海口市妇幼
保健院国兴总院区、海口市第三人民
医院等医院原有的采样点基础上，设

置移动核酸采样车，增加服务采样的
点位，专门对健康码“黄码”市民进行
核酸采样。

“黄码”核酸检测实行单检并按有
关标准进行收费。收费标准根据《海
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关于调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
的通知（琼医保〔2021〕99号）》执行，

价格为60元/人次。
该负责人提醒，请健康码“黄

码”市民持身份证或户口本，尽快到
就近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检测
结果为阴性，黄码会自动转为绿
码。同时，市民在采样的过程中，要
保持距离、戴好口罩，确保个人的健
康安全。

海口黄码人员核酸采样实行单检
价格60元/人次

海口采用10：1混检方式进行
大规模核酸检测

低成本高效率
可及时发现潜在感染者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目前海
口大规模核酸检测使用的是10：1混检的方式。
什么是10：1混检？这样检测出的结果准确吗？
在8月12日海口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海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
人对此进行了介绍。

该负责人介绍，按照海口市《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预案》的要求，疫情发生后，该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按照流调结果和风险评估，对全市进行风险区
域的划分，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在高风
险区域按照1：1进行采样检测；中风险地区采用
1：1或5：1混采检测方式；低风险区域可采用10：
1混采检测技术。

据介绍，核酸采样的时候，将10个人分别采
样的样本，放到同一采样管中，这个模式叫混采。
10：1的混采模式是目前新冠感染全人群核酸检
测中，广泛使用的疫情防控筛查的方法，成本低、
效率高，能够及时的发现潜在的感染者，为疫情防
控节省时间。

针对市民关心检测结果是否准确。该负责人
表示，混检是以科学为基础，以技术为支撑，以检
出弱阳性为底线的总指导方针进行设计的，多家
医院核酸实验室室间质评结果证实10：1混采检
测技术对于弱阳性标本的检出没有任何影响。只
要在标准的操作采样流程作业下，检测结果是准
确、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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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在海口云龙镇一处采样点，志愿者傅雷连续忙碌4小时后双手抽
筋，医护人员帮他按摩。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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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8 月 11 日中午，连续在太阳底
下忙了4个小时，31岁的志愿者傅
雷实在是顶不住了，径直瘫倒在沥
青地面上，甚至没力气垫上一层硬
纸壳。不出 3分钟，他的汗就在地
面上清晰地印出了一个人形的大片
水渍。

傅雷来自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名管理人员，工作地点就在
海口市云龙镇。知道云龙镇要第三
轮全员核酸检测，他提早报名当志愿
者，当天一早就到了镇上的榕庄核酸
检测点位。

换上隔离衣，经过简单的培训，上
午8时许，傅雷正式上岗了。他负责
为大家登记信息，这是核酸采样的前
一个关口。整整4个小时，傅雷闷在
密不透风的隔离衣里，查验健康码、登
记身份证号、手写采样序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阳光逐渐炽
热起来。12时许，傅雷的身体发出
强烈“抗议”信号，他不得不撑着桌
角，缓慢站起身，一点点挪到换衣区，
费劲地脱下自己的隔离衣，随后就瘫
倒在地。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质管科科长谢
代彬见状，赶紧找了一贴降温贴，贴在
傅雷的额头上。云龙镇政府工作人员
也连忙抱来两袋冰袋，放在傅雷的身
体两侧。

此时，傅雷躺在地面上，两只胳
膊已经抽筋，他的双手紧握，无法自
主张开。谢代彬便单膝跪地，为他逐
个按摩手上的穴位。“应该是因为他
的血液流通慢了，”谢代彬向海南日
报记者解释，“按摩穴位能够促进血
液循环。”

“试试看。”过了一会儿，谢代彬松
开傅雷的一只手。闻言，傅雷慢慢张
开那只手，虽然还是有些僵硬，但起码
可以张开了。谢代彬转身又去为傅雷
按摩另一只手。

记者看到，傅雷张开的那一只手，
已经被汗水泡胀、发白，毫无血色，与
黝黑的手背形成鲜明对比。

“干这个累还是在工地上累？”记
者问。傅雷想了想，回答：“这个累。
这个要穿隔离衣，太闷了，难受。”

尽管如此，傅雷还是打算下午继
续接替上场。“毕竟，防疫是大家共同
的事，我们都应该出一份力。”傅雷说。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8月11日，在海口云龙镇，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护士韦娟跪地为老人采样。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习
霁鸿 特约记者许晶亮）8 月 12日，
海口市琼山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发布公告，要求人员聚集活动
场所严格落实“进门三检”（扫码、测
温、戴口罩），并将对此开展流动执
法检查，对防疫措施落实不到位督
促，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将采取强制
关停措施，并对情节严重的单位和
个人依法追究责任。

公告指出，宾馆、酒店等住宿场
所，要加强入住人员的排查、登记，
严格落实“扫码（健康码和行程码）、
测温、戴口罩”的要求，谢绝不佩戴
口罩、不配合检查的人员进店。餐
饮经营场所，要严格落实扫码测温，
保持就餐距离，推荐使用公筷公
勺，私人聚会聚餐提倡控制在10人
以下。

公告要求，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洗浴中心、美容美发店、社区活
动中心、电影院、网吧、酒吧、KTV、
图书馆、体育馆、健身房等人员密集
且流动性大的场所要加强人员进出
管控，严格落实通风透气、清洁消
毒、测温扫码、佩戴口罩等防护措
施。养老院、福利院、监所、精神卫
生机构实行封闭管理，严格探视管
理。旅游景区、各宗教场所采取预
约、限流、错峰、延时等方式保持场
所开放，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并暂停
聚集性室内活动。老爸茶店、棋牌
室、麻将馆等群众性娱乐场必须严
格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

根据公告，以上场所均要落实
“进门三检”，并在入门醒目处设立
“进门三检”提示牌，安排人员值守
把关，场内须安排人员开展每小时
一巡，确保场内人员防疫要求落实
到位。

海口琼山区:

人员聚集活动场所
须落实“进门三检”

8月10日，在海口市义龙中学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对排队通道进行消
杀。目前，海口各核酸检测采样点正严格开展消杀工作，以确保群众和工作人
员安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严格消杀 确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