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22年8月15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卓斌

美编：杨千懿 检校：叶健升 陈伊蕾

A03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朱淑霞

“阿婆，稍微把头往后仰，张大嘴巴，我轻轻弄一
下，很快就好。”8月12日，陕西援琼医疗队和万宁
医疗人员来到该市南桥镇新坡村村民邓玉梅家，为
邓玉梅进行核酸检测，只见医护人员拆开棉签、弯下
身子、完成采样……动作很是熟练。

新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舒源介绍，邓玉梅今年
84岁，身患胆囊炎、胃病、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等
多种疾病，已失去行动能力，无法上街做核酸。

8月12日开始，为确保“应检尽检，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南桥镇组织各村（居）驻村工作队、村干
部带领医护人员，为邓玉梅这样的年老体弱、行动不
便者提供上门采样服务。

8月13日，在南桥镇南桥村田公村小组，村民
林小芳家也享受到了便利的上门采样服务。

“家里老人身体不好，没法出门，你们能到家里
来为老人做核酸检测，真是太感谢了！”林小芳说着，
便抱过一捆自家的甘蔗，就往医护人员的怀里塞。

“谢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看见你们开心，
我们的心里也像这些甘蔗一样甜！”陕西援琼医疗队
队员刘瑾笑着婉拒了对方。

在烈日下行走于乡间小路，裹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这些医护人员身上的衣衫湿了又干、干了又
湿，但步伐却愈发坚定。

8月12日至13日，他们累计完成上门采样服务
306人次。 （本报万城8月14日电）

万宁市南桥镇组织医护人员
走村入户上门采样

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

■ 见习记者 苏杰德

8月14日，晨光熹微，趁着两个孩子还在梦乡，
唐咸艳和丈夫轻轻掩上门离开家，动身赶往屯昌县
乌坡镇卫生院核酸检测点，准备开始进行核酸检测。

近几日，屯昌进行全员核酸检测，需要大量医务人
员。经营着一家牙科诊所的唐咸艳和丈夫立即报了名。

此次工作中，唐咸艳和丈夫分在不同队伍里，各
自深入到偏远村镇进行核酸检测，有时忙到晚上十
点半才能回家。其中，完成核酸检测点的检测任务
后，他们还要为一些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村民进行
上门采样，十分辛苦。

不过，每每谈起孩子，唐咸艳心里还是有些愧
疚。两个孩子分别上2年级和3年级，今年暑假，她原
本许诺带孩子们去三亚、陵水游玩，但因为出现疫情，
不得不取消行程。所以，每次核酸检测休息的空隙，她
都要拨通视频电话，看一看家里的孩子们并进行安抚。

“我每天回来后，他们会问我明天是否还要去做
核酸，要注意安全。”唐咸艳说，孩子们的关心，让她
深受感动。

在此次战疫中，唐咸艳和丈夫并非个例。据屯
昌县个体诊所（卫生室）行业工会联合会统计，目前，
该县有近百位个体诊所医护人员走上抗疫一线，参
与核酸检测，共同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本报屯城8月14日电）

屯昌县近百位个体诊所医护人员
走上抗疫一线

医者仁心 并肩战“疫”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符厚胜

8月14日一早，三亚崖州
区南滨居，曾在部队服役8年
的志愿者马伟哲叫醒同样来
自省财政厅的战友杨东柏、蒋
鹏，开始为支援南滨居社区上
门摸排等防疫工作做准备。

南滨居社区是此次三亚
疫情防控的高风险区，14日排
查的兴滨路六条巷子，是一个
人员较为密集的城中村，此前
每天都有阳性感染病例，所有
楼栋都被封，居民被要求居
家。核酸采样需逐栋逐层、挨
家挨户进行。社区提前给志
愿者分配了人员信息登记任
务，包括门牌号、人数以及联
系方式。

扫楼式核酸采样，要求每
个志愿者当天要爬5栋至7栋
楼，每栋楼有6层至9层，对志
愿者的体能是一种挑战。现
场，马伟哲等人与琼中医疗
队、海师志愿者组成核酸采样
小组，负责登记人员信息。

其中，蒋鹏负责住户信息
登记，但任务开始没多久，负责
核酸扫码的队员因手机信号出
现问题，退出了行动，蒋鹏主动
将扫码和信息登记“一肩挑”。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他心里哼着《蜗牛》往上
爬，但一口气爬到7楼时，他感
觉呼吸十分急促，好一会才缓
过来。任务结束时，他的双腿
像灌了铅似的，险些踩空台阶

滚下来。
杨东柏服役时间长达22

年，在部队时受过腰伤，但面对
爬楼的任务，他没有丝毫退缩，
而是开玩笑道：“临阵开小差不
是军人的风格！”当天，他坚持
爬楼，为104户199人完成核
酸采样和信息登记，完成了全
队最大的工作量。脱下防护服
那一刻，杨东柏轻轻地敲打着
自己的腰，这时才觉得痛。

经过近3个小时的协助奋
战，志愿者们顺利完成了16栋
215户503人的核酸采样和信
息登记。晚上，临时党支部书
记杨涛照例召集大家，盘点当
天工作，安排明天计划。大家
相互提醒、相互鼓劲，调整好
状态迎接下一个未知的挑战。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8月14日6时30许，三亚市吉阳区下
洋田社区，安静的街道上，几十名身着防护
服的“大白”格外瞩目，他们互相检查彼此的
防护装备，准备开始拉网式“扫楼”。

戴紧口罩，防护面屏应完全遮挡住下
巴，手套应包裹防护服袖口，鞋套要包裹防
护服裤口……作为这支“核酸采样小分队”
的队长，三亚市人民医院护士梁海丽开启

“碎碎念”模式，“这里是高风险区域，每个人
都要做好防护，今天继续2人一组，到每户
居民家里进行单人单管的核酸采样。”

“准备完毕，我们爬楼去，加油！”梁海丽
和队员齐声说道。寂静的街道，一声声加油
声格外响亮。

下洋田社区位于三亚市主城区内，老旧
小区偏多，有的居民楼依山而建，挨家挨户
为居民开展核酸采样，“登山”爬楼自然少不
了。尽管早晨的气温不算太高，但穿着密不
透风的防护服爬台阶，仍是不小的考验。

“62级台阶！”连续几天在下洋田社区开
展核酸检测，这条通向部分居民楼的道路，三
亚市人民医院医生陈美和同事不知爬了多少
遍。7时15分许，爬完台阶，陈美就感觉进入
了“蒸笼”。

“一口气爬上来，跟‘登山’差不多。”望着
不远处的一栋栋居民楼，陈美气喘吁吁。而
这，仅仅是开场。

“早上好，请开门做核酸了”“您好，请提前
准备好健康码”……在下洋田社区大真岭巷的
一栋居民楼，陈美和同事的声音响彻楼道。

“您叫什么名字？”社区工作人员用手机
扫描居民的健康码，核对好个人信息后，随
即递给陈美检测试剂管和棉签，陈美完成采
样后，迅速将采样瓶消毒并放入转运箱内，
配合得十分默契。

“下洋田社区有8000多人，每名医护人
员搭配一名社区工作者或志愿者，大家分工
明确，能加快核酸采集速度。”下洋田社区党
支部副书记董小翠说。

不到半小时，陈美身上的衣服早已湿
透。“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口罩下的每一滴汗
珠，很痒，但也没法去擦。”陈美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随着汗水不断累积，鞋子里都能倒
出水。

“还有遗漏的吗”“没有睡醒的住户，我
们再去敲敲门”……检测过程中，梁海丽反
复提醒，直至和社区工作人员核实清楚每栋
楼的人数，他们才转向下一个采集点。“我们
上门采集核酸的时间早，有的住户还在熟睡
中，一定要确认好人数，做到不落一户、不漏
一人。”梁海丽说。

“一共1137人！”当天14时许，梁海丽
和同事奋战近7个小时后，完成了当天的核
酸采集任务。她们脱下防护服，蹲在路边等
待大巴车返回隔离酒店，身后的街道依旧十
分安静。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8月14日7时30分，儋州市房屋征收局志愿者
队伍进入该市白马井镇禾能村，进行核酸采样工作。
这里是儋州本轮疫情的重点地区，截至8月13日，禾
能村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13例。在做好个人防护
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海南日报记者随队入村。

志愿者队伍由31名工作人员组成，此前已连
续6天进村采样。进入村里，记者看到，村道两旁
的房屋大门紧闭，除了村干部和志愿者，再无其他
村民走动，整个村庄一片静悄悄。

禾能村核酸采样工作集结点设在村里的禾能
小学。到达集结点后，大家开始分拣采样物资，穿

防护服。接着，志愿者和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的
医护人员一一“搭对子”，进行准备工作。

此时，禾能村党支部书记钟峰中
带着几位村干部过来，跟大家打起招
呼。“8月11日至13日，村里没有新增
的确诊病例，我们感觉轻松了许多。”
钟峰中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禾能村是白马井
镇的第二大村庄，有1146户，

户籍人口5780人，常住人
口3400多人，大部分村
民以打鱼为生。8月8日

起，儋州市环湾区域疫情防控指挥部对禾能村采取
居家静默管理措施，同时派出核酸采样队伍进村入
户，上门给村民进行核酸采样，生活物资保障由志愿
者和工作人员配送到户。

上午8时30分，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志愿者和
医护人员开始分组入户，进行核酸采样工作。“大爷，
今天感觉怎么样？”志愿者王有勉一边给村民录入信
息一边问。“身体很好，谢谢，你们辛苦了。”对方说。

上午11时半，31组队员陆续从各村民家返回
禾能小学。在3个小时里，31组队员共采集了
2171位村民的核酸样本。从8月8日到14日，共
采集了18063人次核酸样本。

脱下防护服后，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是喝水。“穿
上防护服后，很闷热，口干舌燥，中间又不能摘下口
罩喝水。”志愿者王金秋说。

王金秋还记得，8月10日，受今年第7号台风
“木兰”影响，禾能村下起大暴雨，队员们只能蹚着
没过膝盖的积水进村给村民做核酸，直到采集完所
有村民的核酸样本后才返回。

“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上门给村民做核酸，全村
人都很感动！”钟峰中说，刚开始，村民对上门入户
做核酸存在抵触心理，认为有被感染的可能。可
是，当村民们看到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冒着暴雨上门
后，很是感动，这几天都很主动配合采样。

（本报那大8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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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退役军人当起志愿者，
支援三亚上门摸排等防疫工作

老兵再集结
“扫楼”不怕苦

⬆ 8月14日，儋州组织医护人员为白马井中心渔港的渔民进行核酸检测。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日前，在三亚天涯区三亚湾社区，东方市支援三亚的两位医护人员在“扫
楼”前检查所带的核酸采样用品。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上接A01版
同时进一步加强集中隔离点管理，印发《海南省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管理办法（第一版）》。腾空3
家定点医院，全力保障确诊患者医疗救治，加强医疗
机构院感防控工作，组织人员暗访督查，强化问题整
改，坚决堵住疫情防控漏洞。截至8月14日6时，累
计收治患者7305人，出院21人。

我省还组织服务专班，针对各市县疫情防控工
作对省外支援队伍进行合理分配，加强对省外支援
力量的服务保障。截至8月13日，来自20个省市共
计17383人支援海南，开展督导流调点1455个、核
酸采样1028.8万人份、核酸检测420.2万管；进驻3
个方舱医院，累计收治4306人。

通过采取上门采样、生活物资配送到家等方式，
我省大力落实群众生活服务保障。同时加强能力物
资储备，加大隔离点储备，千方百计扩充备用资源，
确保跟得上、有得用；统筹交通物流保障，较好地保
证物资运输畅通和社会生活秩序稳定。继续推进符
合条件的滞留旅客分批分类返程，督促各市县制定
滞留旅客离岛返程安排，按照分类施策、分批转运、
安全有序、严防外溢的原则，有序组织滞留游客离岛，
并做好暖心贴心服务。截至14日6时，三亚凤凰机
场、海口美兰机场共计保障14247名滞留旅客返程。

三亚疫情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上接A01版
满足疫情防控条件人员均可登录海南健康码“离岛
申请”小程序申报“离琼码”，持购票记录和“离琼码”
前往机场，经查验后离岛。三亚凤凰机场初步安排
航班计划8月15日40班，16日和17日各90班。

我省还切实加强运力保障，严格落实闭环管理要
求，自8月13日11时起，采取“1+3”多样化模式，安全
高效保障静态管理期间旅客赴机场交通出行。据了
解，从8月9日起，截至14日18时，我省共安排飞机
140架次，保障滞留旅客21837人分类分批返回上海、
广州、深圳、成都等地。接下来，海南将按照分类施
策、分批转运、安全有序、严防外溢的原则，继续全力
组织保障，做好因疫情滞留在海南旅客的返程工作。

我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推进滞留旅客安全有序返程

8月14日，儋州市房屋征收局志愿者在该市白马井镇禾能村进行核酸采样前的准备工作。
本报记者 林书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