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南全民合力抗疫期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冲锋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默默地
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

① 8月14日，海口市秀英港码头不少旅客前来了解乘船出岛的情况。现场身着红
马甲的志愿者和医护人员一起，耐心地为大家解释防疫政策，并热心帮助旅客进行离岛手
续的网上操作。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② 近日，在三亚吉阳区干沟村3号核酸采样点，志愿者伊恩正引导大家保持好距离，
戴好口罩进行核酸检测。伊恩来自英国，已经在三亚生活15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有 者事竟成

②②

①①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张毓容

近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以下简称省妇儿中心）抽调30名检
验人员，支援海口市全健康分子医学
研究中心美安实验室核酸检测工作，
他们日夜坚守、全力以赴，日均完成检
测量1.2万管至2万管。

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美安实验
室灯火通明，机器不停，每天处理成千
上万支来自海南各地的核酸标本。省
妇儿中心的检验人员在密闭的气膜实
验室里，裹着厚重的防护服，马不停蹄

地检测样本，任衣服被汗水浸透。
“检验人员无论是在美安实验室

还是在医院，都是带着行李和随身物
品上班的，随时准备投入长时间的轮
班工作。他们特别能吃苦、能抗压，为
了确保结果及时检出，经常通宵达旦，
每天都要接收源源不断运送来的大批
样本。美安实验室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32人连续参与检测工作。”省妇儿中
心检验科主任肖美芳介绍。

手持移液枪“吸头安装—容量
设定—预洗吸头—吸液—放液—卸
去吸头”，检验人员每天重复这6个

动作两三千次；加上频繁地打开样
本管的盖子，一天下来，手腕生疼、
指头发麻，到吃饭时往往拿不起盒
饭里的筷子。

“为了保证检测速度，穿上隔离服
进入实验室后，我们基本不喝水不上
厕所。”检验科张小庄说，除此以外，在
检测中间遇到各种突发问题，还要想
办法解决，学着适应现有的条件开展
检测。

核酸实验室里高强度工作对检验
员是挑战，一块样品板上有成百个样
品孔，对应着成千个市民，一个出错、

满盘皆错，会导致成千个群众的检测
结果错位，给整个疫情防控工作带来
不可预料的后果，这就要求检验人员
思想高度集中、紧绷思想之弦，慎之又
慎地操作。

“为了能更快出具报告，我们不断
努力加快速度，提升检测能力，中午和
晚上是实验室最忙碌的时候，检验人
员每天从下午进场，做完实验出场已
经是凌晨了。有时遇到复查样本就需
要坚持到第二天上午。”省妇儿中心检
验科医师赵佩珍说。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

核酸样本检测人员的一天：

一套动作，他们要重复两三千次

抗疫一线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见习记
者曹马志）8月14日晚，央视《新闻联
播》栏目关注海南抗疫工作，以《党员
干部冲在前 筑起抗击疫情坚固防
线》为题报道了海南让党旗在抗疫一
线高高飘扬的生动实践。

该报道说，海南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齐心协

力，筑起一道抗击疫情的坚固防线。
为迅速阻击疫情蔓延，基层党员夜以
继日，坚守在一线。儋州市大同社区
常住人口超过1万人，防控难度大。
社区25名网格员中，大部分都是党
员。疫情发生后，党员何春花和同事
们承担起疫情摸排、物资分发等工
作，并为社区里的30多位独居老人

上门做好服务保障。
“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高效

快捷地组织居民有序进行核酸检测，
并为困难群众及时送去生活物资。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社区的党员干部
第一时间冲锋在前，日夜值守，值的
是担当，守的是平安。”儋州市那大镇
大同社区党支部委员何春花接受央

视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报道

指出，在救治一线，支援海南的多支
医疗队分别建立起多个临时党组
织。湖北援琼医疗队共有 1500 多
人，成立了临时党委和七个临时党支
部。在他们接管的三亚两家方舱医
院里，哪里危险，党员医护人员就带

头冲在哪里。
据该报道介绍，三亚市海棠区洪

李村居住着2600多名村民，其中70
岁以上老人有120多位。张运会是洪
李村志愿服务队的临时党支部书记，8
月14日一大早，他和同事们协助医护
人员挨家挨户为腿脚不便的老人做核
酸，一趟下来，将近6个小时。

央视《新闻联播》关注海南抗疫一线

党员干部冲在前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邵长春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8月来，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省
委直属机关工委组织省直机关4批
2000余名青年志愿者奔赴三亚、陵
水、儋州等市县，下沉基层一线，支援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一个个青年志愿者，一支支志愿
服务队，主动请缨，迅速集结，奔赴

“疫”线，协助开展核酸采样、秩序维
护、物资配送、消杀清洁、服务游客等
工作，争当表率、勇做先锋，用实际行
动践行青春使命。

逆行姐妹花彰显青年担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8月10日7时许，三亚市
天涯区抱龙村扎文村民小组党群服

务中心传出庄重的宣誓声，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法治时报社管理中心副主
任和婷婷、证券导报记者马丽娜紧握
右拳、面向党徽，掷地有声地重温入
党誓词。随即，二人奔赴核酸检测点
的岗位，开启一天的志愿服务工作。

8月7日，和婷婷和马丽娜作为省
直机关青年志愿者，来到抱龙村开展志
愿服务。“书记，让我们做信息录入工作
吧。”鉴于对女同志的保护，村里安排和
婷婷、马丽娜二人负责核酸检测队伍的
秩序维护、体温检测工作，但她们主动
申请与“病毒”更近的工作。

8月11日7时许，经过培训后，
成为“大白”的两人如愿地站在信息
录入岗位上，克服防护服的闷热感，
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各项信息录入工
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天完成
点位核酸检测时间比往常提前大半
个小时。

8月12日23时30分，她们接到

通知，根据统一安排，第二天不进行
区域核酸检测。“连续几天都这么辛
苦，今天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抱龙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吉龙电话
通知二人安心在宿舍休息。

“停检不停工。”二人决定主动出
击，挂断电话后便前往村委会办公
室。在得知村委会正要做全面底数
筛查工作后，她们立即要求参与。当
天，在和婷婷、马丽娜以及村干部、其
他2名志愿者的努力下，完成了1.9
万余人次的筛查，为村里全面清查底
数工作奠定基础。

“和婷婷、马丽娜2名同志非常积
极，主动担当，为我们村的疫情防控
工作作出了贡献。”林吉龙说。

“疫”线上的特别生日

一份由1盒米饭、2块饼干、1根
火腿肠、几根方便面组成的生日餐

……8月11日，在三亚市卓达社区，
来自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
者们为寿星黄勇庆祝生日。

“这是我过得最简单的一个生
日，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虽然
没有家人的陪伴，但是能在‘疫’线跟
大家共同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我觉
得很开心。”黄勇说。

据了解，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选派7名志愿者，支援三亚疫情防控
工作，其中4名同志驻扎在卓达社
区，另外3名同志驻扎在海澜社区。

“我们每天5点半就起床，6点前从住
宿点到社区，6点半左右准备搬物资，
全副武装开始一天的工作。”黄勇说，
经常穿着防护服五六个小时，甚至八
九个小时，湿漉漉的衣服贴着皮肤，
瘙痒难受，但听到居民们一声：“谢
谢”“辛苦了”，感觉一切辛苦都是值
得的。

在生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很多

像黄勇这样的志愿者始终坚持奋战
在疫情防控一线。8月9日，是海南
省公路管理局支援三亚抗疫志愿者
王彦乔的26岁生日。没有鲜花、蛋
糕、长寿面，但一份特意加了煎蛋的
盒饭，却让王彦乔心里暖暖的。

从清晨到深夜，每一天都繁忙而
充实。“出门做核酸，请戴好口罩。”“早
上好，戴好口罩，出门做核酸啦，保持
间隔距离。”这些提示音穿行在大蛋村
3个临时安置区内，王彦乔和2名同事
走街串巷，积极引导村民到就近核酸
点采样。“你们辛苦了！”村民一句简单
朴素的问候，令他们感到鼓舞。

亲身经历了疫情防控工作，才深
刻体会到基层工作人员的不易。正
因如此，王彦乔觉得今年特殊的生日
经历，是自己收获的宝贵精神财富。
她也坚信，生日许下的愿望——“同
心战疫、海南必胜”一定会早日实
现。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

省直机关2000余名青年志愿者支援三亚、陵水、儋州等地抗疫工作

战“疫”青春别样美

澄迈120名医护人员支援三亚

核酸现场对“暗号”
众人齐心共抗疫
■ 本报记者 高懿

“come 的喂！”“ABC！”8 月 14
日，在三亚市海棠区藤桥中学核酸检
测采样点，家住附近的小学生小青（化
名）与来自澄迈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陈
惠婷对起“暗号”。

“暗号对上了，就乖乖张大嘴巴做
核酸啦。”陈惠婷说罢，便起身蹲下，拿
起棉棒快速地采样。

采样完成后，小青笑眯眯地对
陈惠婷说：“我早就认识你啦，之前
也是你，明天你还来吗？我再来找
你做核酸。”

看着这样可爱的小朋友，藏在防
护服下的陈惠婷早就笑开了花。“还不
知道明天的情况呢，不过你也要坚持
天天做核酸。虽然喉咙不舒服，但你
是男子汉，很坚强。”陈惠婷笑着对小
青说，还叮嘱他回家后要注意洗手，做
好防护，随即边招呼下一位居民上前。

这样熟悉的场景，每天都在上
演。“很多居民虽然叫不上名字，但是
他们却都认得住我们，每次做核酸，就
像老朋友一样打声招呼，心里总是暖
暖的。”陈惠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甚
至还有很多人像家人一样，采样完会
快速叮嘱医护人员注意安全防护，保
护好自己。

今年22岁的陈惠婷是澄迈县人
民医院内三科的一名护士，自8月2
日晚上，接到医院支援三亚核酸采样
的通知后，第一时间报名。经过一番

“抢单”报名，澄迈县120名支援三亚
的“突击队”火速组建完成，且大部分
都是有着两次及以上经验的“老手”，
能尽快投入新的工作岗位。

“我们不辞辛苦，只要全力以赴，
定能成功。”刚结束采样工作的护士王
瑛告诉记者，她所负责的区域主要集
中在工地，由于人员相对集中，配合度
高，采样速度很快。

这是王瑛的第三次“出征”，一连
12天，让她最牵挂的就是家中的小
孩。“休息的时候，就看看孩子在微信
上的留言和给我画的图画。”谈起留在
家中的孩子，王瑛的心里总是很愧疚，
她告诉记者家中事宜均由父母和丈夫
照料，让她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她也
会继续坚守岗位，直到海南疫情结束。

（本报金江8月14日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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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开舱前一晚还在“抠”细节
■ 王毅

我是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8月8日，海南疫情形势严峻，医院防疫事事悬
心。海口市把方舱医院建设托管给我院（注：海
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位于海口），压力非同
一般。为加快建设，我到现场督导，刚到方舱医
院，上级电话来了，让我全权代表省疫情防疫工
作指挥部指导儋州方舱医院建设，立即赶赴儋
州。没来得及细想，我叫上医务、护理、院感及
感染科的负责同志们就出发了。

当天下午3时，我们到达儋州方舱医院建
设现场。一眼望去，场面十分壮观，先期4个方
舱已见雏形，林林总总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
方舱医院……所有搭建工作，正按国家方舱医
院建设的要求有序推进。而这些，是我来之前
没有想到的。

儋州海花岛地处海南岛西部一隅。由于海
南多个市县全面管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聚
集到2000多人施工，同时开辟3个“战场”，配齐
搭建所需各类建筑材料、生活用品、寝具被褥、
洗涤用品等物资，实属不易。在一个工作面上，
各种不同工种同时交叉施工而不相互影响，信
息、通讯、监控样样齐全而又互联互通。大到
5000 多名医务人员的生活、工作场景搭建，小
到入住方舱医院隔离人员的牙膏、牙刷的准备，
一样都不缺，一个也没少。

儋州方舱医院是利用摄影基地场馆改造，
其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临时搭建的洗浴间、
厕所的给水、排水、排污，医疗废物及生活垃圾
的处理都是难题，施工方也做了充分的考虑，但
省、儋州市管理人员一个个“抠”细节、找瑕疵：
龙头拧开看看，水小了，不行，改！洗脸位置太
少了，不行，改……一共改多少地方，改了多少
次，谁都不记得了。开舱前一晚23时左右，正
当大家准备离开时，一位有上海方舱医院管理
经验的专家突然发现，场馆的四个角有四个钢
梯可以上到二楼，存在极大安全风险，大家又立
刻会商，拿出了全面封闭的方案，施工方很快拿
来材料及工具，一小时不到就全部整改到位，大
家这才离开方舱医院去休息。

8 月 9 日 17 时，儋州方舱医院开舱，我立
刻赶回海医二院。后来我还接到前方打来电
话：儋州方舱医院运行正常，舱内秩序井然。
甚慰。

（讲述时间：2022.8.13 本报记者马珂整理）

冲锋在前是每名党员的
责任和义务
■ 李新

我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援昌江医疗队领队
李新，也是一名妇科医生。今年7月，我和其他
5名同事一起，来到昌江医疗集团进行为期3个
月的医疗帮扶。

“昌江发现 1 例阳性病例。”8 月 7 日一大
早，消息从微信群跳出，我正带着队员在广州
转机，准备前往天津参加全国的手术比赛。紧
接着，医院开始在各个科室抽调人员，气氛突
然紧张了起来。这和武汉当年疫情刚刚爆发
的情形非常相似，我意识到，我必须马上赶回
昌江支援。

比赛已经顾不上了，准备购票回海南时，我
又被通知去往海南的航班要么改签要么停飞。
我焦急万分，心想着，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回到海
南。而后退票2次，改签3次，最终买到了高价
机票，成功搭乘8月9日下午的航班，回到海南。

回来后发现，医院各科室人手极为紧缺，除
了极少数医护留守应对日常工作，医生、护士长
们都派去一线抗疫，手术室只剩应对急诊的最
后一名麻醉医师。我们团队6个人不约而同地
主动请缨上“前线”。

8 月 12 日，昌江第三轮全域核酸全面开
启。凌晨4时，天空还一片漆黑，641名医护人
员在院前集结，奔赴全县157个采样点，我被分
配去了县政府办公区采样，这是人员最集中的
一个采样点。

气温高，穿着防护服闷热得很，我们从早上
7时一直忙到中午1时。口干舌燥之时，志愿者
给我们送来了爱心清补凉。当冰凉凉的清补凉
入口，我心想：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清补凉
了。

晚上回到住处，副院长用已经沙哑的嗓子
在电话那头通知我：“不好意思，还是再辛苦大
家继续支援第四轮全域核酸检测。”“不辛苦，只
要有需要，我随时可以上前线。”我说。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后，昌江医疗队援助
过武汉，给当时在一线坚守的我们带来了温暖
和希望。我和我的同事，还有昌江的医护人员，
都很清楚：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是医生的
天职，冲锋在前是每名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讲述时间：2022.8.13 本报记者刘婧姝整理）

疫
线
速
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