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点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周钰）从海南医务工作者到各省份援琼
医疗队，从志愿者到市民游客，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海

南抗疫贡献着力量。8月12日，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特
别推出抗疫歌曲MV《一定会赢》，呈现海南疫情防

控中那些温暖而有力的故事和画面，向疫情面前
平凡而又勇敢的每一个人致敬。该MV中一

幕幕触动人心的画面，一个个冲锋在前的
背影，一句句加油鼓劲的言语，凝聚成战
胜疫情的坚定信心。坚持就是胜利，请
相信，我们一定会赢！

这首歌曲
唱给抗疫中的每一个你！

这份“画册”
定格抗疫中的爱与付出！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蔡曼良）8月
12日，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联动“90后”插画
师鸠良啾（刘思思）推出《海南抗疫“画
册”》。疫情当前，身处三亚的鸠良啾在
见证海南抗疫中一个个动人瞬间后，
用手中的画笔，深情绘就了这份特
别的“画册”，定格众志成城齐抗
疫的爱与付出。

扫码看《海南抗疫“画册”》

扫码看抗疫歌曲MV《一定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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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防护服下，汗水顺着脸颊往下
淌，痒痒的。“绝不能用手碰！”8月
12日上午，三亚市崖州区保平村大
学生志愿者陈仪，在核酸信息采集
过程中，热到汗流浃背，但时时这样
告诫自己。“信息采集对象包括病例
密接人员，因此要格外注意防护。”

上午10时许，核酸信息采集员

回到集结处，按流程脱下防护服。
陈仪身上的衣服和头发都湿漉漉
的。这是陈仪等一批“00后”大学生
志愿者最近几日的常态。

19岁的陈仪是保平村人，也是
广东一所高校的在读生。暑期刚回
到家，便遇上突发的疫情，陈仪度假
的愿望落了空。抱着“要让疫情早
日控制住”的想法，8月 2日，陈仪、
陈乙月等 10 多名大学生主动联系

村干部，申请作为志愿者加入抗疫
队伍。

保平村目前被划为高风险区，村
民的全员核酸需要入户采样，每天需
要信息采集员将近20名。陈仪等志
愿者经过培训，迅速掌握信息采集技
能，快速投入到防疫工作中。

“起得比鸡还早。”陈仪调侃
道。她每天早上 5点多起床，即便
睡眼惺忪，也会准时集结，按程序穿

好防护服，跟着医护人员入户采
样。12日上午，陈仪入户采集的对
象包括管控区密接人群，入户前她
还有些忐忑，“但一投入工作，就忘
记‘忐忑’了”。

每天上午核酸采集工作结束，
这一批“00后”志愿者还会主动到各
卡点站岗，维护村里的管控秩序等。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在三亚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很多“00

后”大学生积极参与，争着为家乡疫
情防控贡献力量，保平村的10多名
大学生志愿者只是一个缩影。

“每天都很累，但是这是我目前
的人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希
望疫情早日结束。”从未做过抗疫志
愿者的“小白”，如今已是熟练的信息
采集员“大白”，“陈仪们”都觉得，可
以为疫情防控作出自己的贡献，再累
也值得。 （本报三亚8月12日电）

5天4夜抢建方舱医院
辛苦，但是值得！
■ 胡杨旭

我是中建三局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一名建设
者（分包商），也曾参与过三亚第一方舱医院建
设。这次带领70多名工人及管理人员参与抢建
三亚第二方舱医院。

抢建三亚第二方舱医院，就要做到一个字
“快”。8月5日晚确定选址，6日晚方案图设计与
施工图设计通过国家卫健委专家评审。从方案
构思到方案落地，从现场踏勘、规划设计到开工
建设，仅用24小时。我们团队70多人，负责方舱
内隔间阻断安装、东侧医务人员休息区装配式卫
生间安装、医疗通道施工、西侧打包箱内淋浴间
隔断施工等。

当前，三亚疫情严重，防控措施严格，组织工
人非常困难。按照规定，进场所有人员必须“六码
合一”，提供身份证、健康码、行程卡、密接码、新冠
疫苗接种记录、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等。工人进
场后，吃住都在工地。

任务紧急，重任在肩。为了抓紧时间完成任
务，让第二方舱医院尽早收治患者，很多工人经常
困了就靠在墙上短暂休息一下，也无暇洗澡，往往
是简单洗漱一番，又全力以赴继续奋战。为保障
施工材料，以及机械与其他物资对接，我们管理人
员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累了困了就找地方眯一
会儿。

抢建三亚第二方舱医院，最大困难是极度缺
乏材料。因为封控管理，三亚区域材料店不营业，
岛内卖材料的地方都找了个遍，有些材料实在找
不到，只能请供应商紧急从岛外调运，多方协调港
口及高速公路运输。

我们常常是一边找材料一边施工。那几天，
我带队日夜守在工地，每天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
一块电池几小时就没电了，微信步数每天都在3
万步以上。

三亚第二方舱医院的建设，每个环节和每个
区域的施工推进，都是以小时为单位倒排工期。
从 8 月 7 日早上至 11 日晚上，中建三局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 600 多名建设者经过 5 天 4 夜持续
作战，如期完成了任务。虽然特别辛苦，但身为
其中一员，能够为三亚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我
认为值得。

（讲述时间：2022.8.12 记者周月光整理）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何和智

8月8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海南）队员、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医生程少文随队赶到三亚，参与酒
店方舱改造与值守。这是程少文和
部分队员们第二次进方舱。

时针拨回到2020年2月3日20
时30分，59名来自省内各家医院的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员集
结完毕，由10辆特种医疗救援车组成
的车队在夜色中奔赴湖北，在经历了
39个小时1600公里路程后，他们顺
利与其他队员会师武汉江汉方舱医
院，成为国内第一个抵达江汉方舱医
院的车队。

直至2020年 3月 9日，武汉江
汉方舱医院正式休舱。国家紧急医
学救援队（海南）的医护人员和海南

省援助湖北护理专业医疗队护士，在
这里给予了武汉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科学的救治和悉心的照料。

8月8日，接到任务，程少文立即
随队赶赴三亚，至今已参与了3个酒
店方舱的改造，并驻守在3号酒店方
舱内。“曾经在武汉方舱的经验，对我
们这次抗疫很有帮助。”程少文说，酒
店方舱在管理上要比传统方舱医院
困难一些，因为患者都是住在各自房
间里，医护人员要不停挨个房间照顾
病人，有的老人不会操作手机，医护
人员要一天上门几次询问病情。

“这次来三亚的救援队员里，大
部分参与过援鄂任务，与新冠病毒较
量了2年多，对于防护流程，大家熟记
于心，相信有那么多省外援助力量来
支援，我们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程
少文说。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再战方舱——

管理方舱有经验 战胜疫情有信心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您好，这里是富文镇疫情防控
指挥部，不好意思，深夜打扰您了
……”8月11日晚10时许，定安县富
文镇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内仍然灯火
通明，近30名工作人员一手握着电
话听筒，另一只手不停敲击着电话键
盘上的数字。

“根据省大数据排查您曾经到访
过涉疫地区，有些情况需要和您核
实。”健康码状态、目前居住地址、近期
的活动轨迹……简单自我介绍后，富
文镇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主任符史江开
始向听筒里的另一头逐一核实信息。
待核实完毕，他需要在政务系统里进
行信息记录，并将情况向上反馈。

“每完成一次电话核查，至少要花
5分钟。”在符史江的办公桌上，一张
A4纸上记录着密密麻麻的数据信
息。每一条信息的背后，都可能隐藏
着一个疫情风险。

“数据核查员的工作，就像是‘排
雷’，需要我们通过一通通电话，尽可
能多地掌握风险人员信息，为地区疫
情防控工作排除隐患，以最快的速度
阻断疫情传播链条。”符史江说。

这几天，核查名单不停地增加。
“最多时，一天得完成500多份数据核
查。遇到缺少人手时，每人一天甚至
得拨打上百通电话。”符史江说，从早
上8时到晚上11时，除了中午短暂的
歇息，大伙儿基本都坐在电话前。“有
时候水都不敢多喝，就怕来回跑厕所，

耽误了工作。”
数据核查工作，并非简单地打个

电话。有时是电话打不通，有时是信
息核实不准确，还有部分群众认为这
是诈骗电话。“每一通电话，我们都得
耐心地向群众解释，寻求群众的理解，
尽可能详细地核实对方的信息，并劝
导他们尽快完成核酸检测。”参与电话
核查工作的潘秋君说，好在群众对他
们的工作都很支持。

时间在一点点流逝，核查进度也
在一步步提高。临近晚上11时，考虑
到群众的休息时间，符史江的电话核
查工作也不得不暂时搁下。“真希望早
些战胜疫情，等到疫情散去，群众再也
不会接到我们的深夜电话了。”他感慨
道。 （本报定城8月12日电）

定安富文镇数据核查队伍争分夺秒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一通通电话 一次次“排雷”

我省组织3.5万人次
工会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
王云博）8月10日凌晨5时15分，天色未亮，在三
亚市天涯区新建社区，海南省总工会援助三亚的
志愿者们就开始投入工作。他们一边给3000多
支试剂管逐个粘贴标签，一边为医护和信息采集
员配备好防护服、帽子等医护用品。

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工会已组织志愿者近
3.5万人次下沉到社区（村）参与疫情防控，充分
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力军带头作用。

8月8日起，省总工会还联合相关部门开设
了4条公益心理援助热线和3场线上直播课程。

三亚一批“00后”大学生扛起抗疫担当

志愿者“小白”就地变“大白”

◀上接A01版
社区安排志愿者以及工作人员对各家各户进行无
接触配送。

海口成立物资保障专项巡查工作组，每日多
人分批次对全市重点农贸市场和大型商超开展商
品价格监测，实地采集价格信息，及时掌握蔬菜和
粮油市场价格变化；同时加强市场正面引导，保持
蔬菜价格稳定，提出疫情期间蔬菜批发、零售倡议
价格，倡议经营者7日开始至本轮疫情结束期间
实行倡议价格；加强市场监管，确保疫情期间蔬菜
价格平稳有序。

省商务厅8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
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能够保障全省居民10天
以上生活需求。其中，社会商业库存成品粮可供
全省20天以上；食用油可供全省22.5天以上；常
温奶、面、方便食品商业库存充足，能够满足全省
居民40天左右需求。生猪存栏、出栏规格及生猪
数量稳定，可持续保障我省生猪供应37天。全省
储备蔬菜量8772吨，蔬菜在田面积8.2万亩，日产
1333吨，可满足全省居民5天生活需求。

此外，较7月30日的均价，8月11日全省蔬
菜价格持平，粮食下降 0.71%，食用油下降
0.24%，猪肉上涨4.5%、蛋类上涨0.26%，重要生
活必需品价格在正常合理区间波动。海口市蔬菜
价格环比下降2.85%，猪肉价格环比下降3.45%；
三亚市按生鲜套餐供应，价格稳定；儋州市蔬菜价
格环比增长0.35%，猪肉价格持平。

线上线下发力
肉菜量足价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