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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 牛 腩 来 2 斤 ”“ 挂 面 在 哪
儿？”……8月15日下午3时许，万宁
市政府物资集中采购超市里，一位年
轻小伙在各个摊位前来回奔走，只见
他手里拿着一份购物清单，一边快速
清点，一边寻找所需物资。

他叫卓书宇，是森林客栈日月湾
店的副店长，也是万宁市冲浪抗疫志
愿者先锋队一员。

8月7日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

理后，万宁市迅速发出招募令，面向
各大冲浪俱乐部和经营业主，组建了
一支冲浪抗疫志愿者先锋队。卓书
宇与其他近50名志愿者加入了进
来。他们有的负责协助防疫工作，有
的负责采购物资，大伙儿各司其职，
为处于封控状态的1000多名日月湾
游客和居民做好后勤保障。

“我的任务主要是帮大家采购生
活物资。”说话时，卓书宇还不忘查看
手里的清单，时而用马克笔在采购包
装袋上做记录，时而提醒店家同类物

资也要记得分开装。
“分开包装，是为了方便之后分

发吗？”记者问道。卓书宇笑着点了
点头。他告诉记者，每个人所需的物
资不同，即便大家都想采购猪肉，购
买的部位也不一定相同。因此，做好
统筹工作非常重要。

但统筹数百乃至上千人的采购
需求，并非一件易事。

“刚开始我们选择提前分类计算
好食物总量的方式进行采购，但很快
便发现，这样采购的效率虽然提高

了，但对后面的物资分发环节影响很
大。有时即便购买的总量是正确的，
但分配时的数量不一定准确，这就容
易造成不公平。”卓书宇说。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卓书宇
和同去采购的志愿者最终决定，改变
原来的采购方式，按照每人所需分开
采买，在采买时分开装袋，做好标记。

“尽管这样给我们增添了不少的
工作量，但这样结束采购时，每人所
需的物资也完成了初次分配，既能保
质保量，又方便了后期物资分发。”卓

书宇说。
“每天光是采购就需要花上四五个

小时，加上来回两小时的路程、返程后
的分发、出发前的统计，一趟采买基本
就花去了一天的时间。”卓书宇说，一周
多来，他每天七点起床筹备，每晚忙至
深夜，但面对连日的疲惫，他也只是笑
着说，“一切都是值得的，自己的这点儿
付出并不算什么。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万宁人，面对疫
情，我们理应站出来，为自己的家乡贡
献力量。” （本报万城8月15日电）

万宁志愿者卓书宇帮助日月湾居民游客采购生活物资

“抗击疫情，理应守望相助”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这是我的晚餐，你看，荤素搭
配，挺好的。”8月15日18时30分，住
在三亚第一方舱医院的患者高忠（化
名）给海南日报记者发来晚餐图片。

记者看到，他的晚餐是一份盒
饭，除白米饭外，还有两种肉、一种青
菜、一个炸面团、一小瓶酸乳。

“方舱医院对住院患者照顾挺好
的，一日三餐都荤素搭配，医生态度都
积极，有问题马上帮助解决。”高忠说，
医院里有空调，有热水淋浴，有很多医
护人员，环境干净，晚上睡觉也安静。

高忠于8月9日晚上住进三亚第
一方舱医院，进医院之前，他有点低
烧、咳嗽，感到害怕。进医院第二天，
他就退烧了，现在只是偶尔咳嗽一
下。“虽然今天核酸检测还是阳性，但
我基本没症状了。”高忠说。

随后，高忠用手机拍了一段方舱

医院里面的视频发过来。记者看到，
靠墙摆放着数十张床，有人在休息，
有人在用手机上网，地面看不到杂物
等垃圾。护士工作站有十多位“大
白”在忙碌，有人在接待患者，有人在
操作电脑……

据了解，三亚第一方舱医院设计
床位 2000 张，现有医护人员 584
名 ，其中广东援琼医疗队506人，三
亚中心医院78人，还有一批志愿者。

“8月6日前，转运到三亚第一方
舱医院的患者不多，医护人员主要是

三亚本地的。8月6日后患者大幅增
加，有点忙不过来，省里紧急协调，附
近市县迅速支援医护人员300多名，
到8月9日，就有1000多名患者转运
进来。”三亚第一方舱医院副院长曾
俊涛说，广东援琼医疗队506名医护
人员进驻后，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曾俊涛多
次提到“感动”一词。“有一天晚上转
运的患者比较多，有些医护人员工作
到晚上9点刚脱下防护服回到酒店，
又重新穿上防护服工作到天亮。”曾

俊涛说，不少医护人员都是年轻的护
士，看着他们连续奋战疲惫的样子，
让人感动让人心疼，有一批患者看到
医护人员太辛苦，纷纷主动帮助做一
些杂务。

三亚本轮疫情以来，第一例无症
状感染者治愈后，于8月11日走出
三亚第一方舱医院。到今天上午，共
有23名患者走出三亚第一方舱医
院。记者截稿时，三亚第一方舱医院
传来消息，正在给100余名患者办理
出院手续。（本报三亚8月15日电）

三亚第一方舱医院入住患者：

“方舱医院对住院患者照顾挺好的”

权威访谈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马
珂）8月15日，我省召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
（第五十场）。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综合组副组长、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杜建伟
针对我省疫情防控下一步工作接受
媒体采访。

杜建伟介绍，全省疫情仍在高
位，社会面发现病例比例持续下降，
仍处于胶着对垒关键时期，疫情总
体可控，须以更大力度尽快实现社
会面清零。三亚处于高位平台波动
期，新增感染者以管控人群为主。
儋州、陵水、东方、临高、万宁、乐东
仍处于疫情发展期，社区传播风险
仍然存在。

下一步我省将坚持内部挖
潜，进一步优化市县指挥体系，强
化组织调度，加强6个重点市县疫
情防控。统筹调度核酸检测力
量，以信息化技术手段优化各项
工作流程，合理规划采样路线，加
快提升运力，畅通转运堵点。坚
持以快制快，全面提高工作效率，
做到快筛查、快流调、快“追阳”，
确保“四应四尽”“日清日结”。加
强对持续报告病例高风险区域的
管控，严格落实出入社区人员扫
码、测温、登记等措施。开展管控
巡查，高风险区做到“足不出户，
服务上门”。对未执行疫情防控
政策、措施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全面开展消杀工
作，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制定紧急就医预案，建立特
殊人员台账及就医购药工作机
制，向群众公布就医购药渠道，
确保急症患者能够及时就医。
规范隔离点设置，解决隔离点监
控盲区。坚决执行院感防控要
求，对定点医院全部工作人员实
行闭环管理。优化院感流程，规
范院感标识，做好穿脱间改造，组织专人负责并盯
牢看死防护服穿脱、个人防护等关键环节，严防院
感发生。

关心一线医护人员，为其提供良好工作条件。以
疫情要防住、服务要跟上为工作要求，开展社会动员，
建立服务群众的队伍和网络，形成强大社会合力，全力
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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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特约记者 王旭朝

8月14日，三亚市吉阳区榆
红村，隔着防护服隐约能看到志
愿者领队凌代安热得通红的脸，
他从早上6点起一直忙了4个多
小时，该核酸采样点负责人忍不
住提醒他要注意休息。

“没关系，我身体好，习惯了，
撑得住。”凌代安摆摆手，又忙着
维护核酸采样秩序去了。

顶着烈日，穿着厚重的防护
服，这样的工作，凌代安一直要连
着干到11点半。“一上午的时间，
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他的
辛勤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更
记在心里。

“我是老党员了！这种时候
我必须得上。”退役军人凌代安是
海南产权交易所党建部部长，在
8月6日省国资委征集第一批志
愿者赴三亚时，他铆足了劲，争取
到海南产交所唯一一个志愿者名
额。当公司负责人担心其孩子马
上到外地上学、父母身体不好需
要照顾时，凌代安说，“跟支援三
亚比起来，这些家事都是小事，都
能往后放放。”

“阿婆，不用着急，我来帮
你。”抗疫过程中，凌代安遇到行
动不便的老人总是给予热心的帮
助，并一路护送到家。榆红村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妇每
天都骑着专用的三轮车到现场采样，凌代安总是迎着
上去，帮助搀扶行动不便的老太太进行核酸采样。每
每在村里见到他，老两口都会竖起大拇指。

在没有核酸检测任务的时候，凌代安就主动到卡
口执勤，协助管控人员进出，对不戴或不规范佩戴口罩
村民，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劝说，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遇到不扫地点码、不配合检查的村民，他就用拉家常的
方式，从解决思想疙瘩入手，与村民谈心，得到村民和
执勤人员的认可。

同时，凌代安还担任省国资系统志愿者服务队临
时党支部委员、榆红村领队，注重对队员的日常管理、
教育引导、情绪安抚等工作，带领小队完成各项工作。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凌代安用一件件小事、平凡事、
一点点具体行动展现退伍军人本色，这也是成千上万医
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缩影。 （本报三亚8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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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广角镜

三亚：城市静下来 防疫跑起来

三亚本轮疫情发生后，今年22岁
的青年志愿者张海洋和21岁的女朋
友吴凡力，每天开着小货车为三亚居
民配送生活物资。张海洋和吴凡力每
天要配送100多份订单，一直忙碌到
晚上。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抗疫
故事

“00后”情侣三亚抗疫

8月14日，张海洋（左）、吴凡力在配
送生活物资。

8月14日，张海洋在物资配送网点配货装车。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李艳玫 李梦楠

24小时“白+黑”，工作人员两班
倒，三亚方舱医院建设跑出加速度；
医护人员拉网式“扫楼”，确保核酸检
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成立生活物
资保障工作专班，分级分类精准落实

“足不出户、上门服务”，保障市民和
游客的生活需要……8月来，三亚在
核酸检测、方舱建设、保供稳价等多
方面发力，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按下了“暂停键”，三亚这座
旅游城市暂时静了下来，各项防疫工
作更好地跑了起来。

核酸检测速度快起来

“您好，我们是社区工作人员，上
门来采样。”听到熟悉的声音，三亚湾
社区居民乔晓梅打开了门。表明身
份后，信息采集员立刻上前查验居民
身份、核对信息、扫描健康码，随后医
护人员上前采样，大家分工明确，采
样过程一气呵成。

连日来，三亚持续增强核酸检测
力量，加快混管阳性排查速度，成立

“追阳”别动队，进一步优化“追阳”工
作流程，持续推进“追阳”工作高效开
展，快速排查锁定传染源，为疫情防

控争取更多时间。
“‘追阳’工作要与病毒赛跑，要

‘抠’时间，我熟悉社区情况，我申请
加入。”三亚湾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麦
珊珊是“追阳”小分队的一员，为了提
升“追阳”效率，她主动请缨成为“追
阳人”，在她的帮助下，最多的一次，
她带领队员们一天跑了16个小区，
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采样。

城市静下来，工作人员“跑”起
来。除提升“追阳”速度，三亚还不断
优化核酸检测方式，将采样位置前
移，从固定点位采样变成“大白”上门
采样，提升检测效率，避免交叉感染。

为了让核酸采样速度快起来，同
时避免人员聚集，采样前，三亚依托社
区网格员及时摸清区域情况，采取社
区工作人员加医护人员的组合，提前
规划好采样路线，安排采样顺序，以单
元、楼栋、住户为单位，开展错峰、错时
核酸采样，最大程度避免人员聚集。

方舱医院建设跑起来

8月15日20时许，位于三亚市
体育产业园的三亚第三方舱医院项
目建设现场灯火通明，伴随着起重机
轰鸣、焊接火花四溅，戴着安全帽的
工人们来回穿梭，正进行最后冲刺，

预计当晚开舱并收治首批患者。
三亚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应急措

施，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方舱医院建
设。目前，三亚市第一方舱医院及第
二方舱医院已经交付使用，第三方舱
医院、第四方舱医院正在抢建。

三亚市第三方舱医院项目于8
月10日开工，在三亚体育场一至四
层公共配套用房基础上改建，建设面
积超8万平方米。医院规划遵循国
家标准和院感需求，按照“三区两通
道”的原则进行设计，与第一、第二方
舱医院保持一致。

据介绍，在体育场的基础上改造
方舱医院，面临空间不够集中、分区
多而散的问题。时间紧，任务重，设
计团队与施工技术团队紧密配合，依
托医院项目的丰富经验，结合方舱医
院的特点，在加快设计进程的同时，
提前规划施工现场、提前备料、提前
调运机械设备，为后续施工抢出了宝
贵的时间。

“我们调动了集团三亚区域的全
部力量，迅速组织了管理人员和劳务
工人进场施工，高峰期工人数量达到
1100人左右，采用两班倒的方式，人
材机同步进场、水电气网同步建设，
24小时‘白+黑’不间断施工。”负责
现场施工的北京城建集团六公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
一张张隔离病床整齐划一，每张

病床都配备有被褥、床头柜及其他辅
助设备和生活用品……8月11日晚，
三亚第二方舱医院项目如期完工交
付，提供隔离病床2000张，目前已接
收患者。

“三亚各个方舱医院建设，时间
紧、任务重，各个项目采取提前谋划、
交叉作业的方式，实现人、材料和机
器协调同步进场，水电网同步建设，
开工后24小时不停歇作业，争分夺
秒早日建成交付。”三亚城投集团有
关负责人说。

物资保障网络密起来

“这是政府发放的‘爱心包’。”日
前，三亚市天涯区马岭社区黄龙街居
民陈运忠的房门被社区工作人员敲
开，鸡肉、蔬菜、水果……看着工作人
员送来满满当当的一筐爱心物资，陈
运忠感觉很暖心。

连日来，三亚多个社区的网格员
客串“派送员”，每天四处奔走，向封控
区居民送去肉、蛋、蔬菜等生活物资。

本轮疫情发生后，三亚市区两级
迅速建立了生活必需品直供直配工作
机制，并由区级精细化保障到社区。

同时，三亚各区保障组组织辖区内的
超市、平价网点、电商平台等供应企
业，与社区（小区、村）结对子，采取“线
上下单购物+线下无接触配送+网格化
精准保供”方式予以保障，织密物资保
障网络，让群众吃下“定心丸”。

目前，大多三亚市民日常生活物
资的采购方式从线下转向线上。三
亚多举措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物
资的持续供应，组织德航供销、京东
等重点保供企业，加快设立临时前置
仓、配送点，就近实施无接触配送。

为进一步规范疫情防控期间市
场价格秩序，三亚紧盯该市蔬菜、肉
禽、蛋、奶、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和宾
馆、酒店价格，严厉打击借疫情防控
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以次充好
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此外，为保障市民群众正常就医
就诊需求，三亚科学统筹调配全市现
有医疗资源，并及时发布市民群众就
医指南，中、高风险区群众就医就诊
由各区负责安排志愿者、社区工作者
等上门送药或协调车辆送至红黄码
医疗机构就诊；针对非风险区域的普
通患者、血液透析患者等不同群体，
指导其到不同医疗机构就诊，全力确
保市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本报三亚8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