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方舱医院加紧建设
第三方舱医院已交付使用

① 8月15日，在三亚市第三方舱医院项目现场，工程人员昼夜不停
加紧施工。当晚，三亚第三方舱医院项目通过验收并交付开舱使用。该
方舱医院设置了2000余张隔离病床。

② 8月16日，在三亚市第四方舱医院，工程人员正在紧张进行收尾
工作。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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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儋州二号方舱医院投入使用

首批20多名当地阳性
感染者入舱治疗

本报洋浦8月16日电 （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8月 16
日上午，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中德
产业园的儋州二号方舱医院经过国
家、省、市相关部门验收后，确认达
到交付使用要求。海南日报记者从
江苏援琼医疗队方舱队获悉，当天
晚上，首批20多名儋州本地阳性感
染者已顺利进入A舱接受治疗。

8月16日11时，海南日报记者
进入儋州二号方舱医院A舱看到，工
人正在调试宽带网络，多名医护人员
在舱内巡查，熟悉场所布局情况。在
病人区里，床位已铺好床垫、被褥、枕
头等，床头柜上摆着洗脸盆，里面装
有牙刷、牙膏、香皂、拖鞋、卷纸等日
用品。此外，每隔几个床位，还安装
有空气净化器。舱内的浴室还安装
有热水器。

据了解，为了加快建好方舱医
院，儋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在第一
时间成立了由分管资规和住建的副
市长牵头负责，从卫健、住建、资规、
交通、市政、供电、水务等相关部门
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工作团队，全力
推动方舱医院建设。

据儋州市委环湾办副主任程志
智介绍，儋州方舱医院有3个点，一
号方舱设在海花岛，共设2040个床
位；二号方舱在洋浦中德产业园，共
有7个舱4800个床位，其中A、B、
D三个舱分别供应320个床位，C、
E、F、G四个舱，分别供应960个床
位；三号方舱在洋浦新都工业园，
2464个床位。

儋州二号方舱医院于8月9日
开工，14日建成，仅用5天时间。8
月15日，又根据国家卫健委等相关
部门专家组指导意见进行整改，最
终达到交付使用要求。

负责儋州二号方舱医院A、B、
D、E四个舱患者诊治的是江苏援
琼医疗队方舱队。据方舱队领队占
伊扬介绍，方舱队共有519名队员，
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南
医大二附院、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
大医院和省疾控中心，其中医生84
人，涵盖呼吸、感染、心脏、内分泌、
中医、重症医学科等方面的专家。
方舱队60%以上的队员参加过援
鄂和援沪抗疫，有着丰富的抗疫和
方舱管理经验。

据悉，为了配合江苏援琼医疗
队方舱队做好工作，儋州安排洋浦
医院作为支撑保障医院，全力做好
各项保障工作，确保方舱医院高效
运行。

在二号方舱医院启用后，儋州
三号方舱医院也在加快建设，近日
将交付使用。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我们每天都在优化全员核酸检
测工作。”8月16日 9时 30分，在万宁
市万城镇番村社区居委会办公楼前的
核酸采样点，社区志愿者王清云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今天的核酸采样工作
进展很快，早上7点半开始，这个点已
经近千名群众完成采样了。”

番村社区位于万城老城区，社区
居委会办公楼前数十平方米的空间
里，搭起了一道宽阔的遮阳长篷，群众
分成4路排队等待核酸采样。由于老
人和小孩需凭身份证或户口本才能完
成登记，因此专门留出中间的通道给
老幼专用。

连日来，为做到应采尽采、应检尽
检，万宁市每天复盘核酸采样工作各
环节，进一步优化“采、送、检、报、转”
流程，统筹分配全市采样资源，落实

“点长”负责制，同时通过“敲门、入户”
行动等方式发动群众错峰有序参加核
酸采样，并为居家健康监测、闭环管
理、行动不便等特殊人群上门采样。

番村社区人口较多，社区设置了2
个核酸采样点，每天要完成5000人左
右的采样工作。“今天早上我们5点半
就开始忙起来了，社区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先把核酸采样的标签贴到试管
上，方便进行扫描。之前是志愿者扫
码录入后再贴上去的，可她们戴的医
用手套比较厚，贴这个标签会有点儿
耗时。”番村社区党支部委员王清云身
穿蓝色隔离衣，口罩遮脸只露出一双
明亮的大眼睛。万宁疫情发生后，她
第一时间报名当了社区志愿者，从第
一轮检测至今，大部分时间都忙碌在
番村社区采样点。

在番村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内，摆
放着防护服、口罩、医用手套、防护面
镜等物资。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
提前分类摆放，便于节省医护人员的

时间。
在番村社区核酸采样点，还经常出现一群消杀“卫

士”。若有群众因生理反应无法控制吐了痰，“卫士”第
一时间对该区域进行消杀后，才能进行下一个人员采
样，以此降低群众在采样过程中的感染风险。

番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崔瑞芹介绍，在
这一轮轮的核酸采样工作中，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不断接
受锤炼，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把服务医
护人员服务群众的工作做细点，耐心再耐心、细心再细
心。大家都加把劲，努力让社区生活尽快恢复如常！”

（本报万城8月16日电）

方舱广角镜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8月 16日，黄思燕当天的班
是20时至次日0时。24岁的黄
思燕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代谢科的护士，是广西援
琼医疗队的一员。

19时30分，黄思燕已经和同
事们到达舱外，开始穿防护服，着
手做进舱前的准备。

8月12日，位于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的海口方舱医院正式开
舱启用，由广西援琼医疗队接
管，负责收治包括海口在内多个
市县的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共收治了2000余名患者。
“桂琼一家亲。”在电话里，黄

思燕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广西援
琼医疗队有500多人，主要由内
科、临床医学、重症医学科、医院
感染管理、消杀、心理等专业的医
师和护士组成，其中许多人刚刚
完成北海和崇左抗疫工作，也有
不少人曾去其他省市支援过，有
着丰富的抗疫经验。

海口方舱医院实行 24小时
工作制，医务人员6班倒。每个
班次的医务人员都会在防护服后
写上自己当天负责哪个舱、哪个
区，以便患者能够快速准确找到
人。

眼下，每天被送来的患者不
少。黄思燕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

做入院接待、为患者办理入院手
续。她毫不讳言自己的压力：“毕
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且
接收的患者比较多，有时候一天
就会收治几百人。”

顿了顿，她又在电话里轻声
笑起来：“不过，这些天心理压力
又缓解了不少。因为除了同事们
很给力之外，海南百姓也特别善
良、热情，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黄思燕回忆，在为一位89岁
的本地老人办理入院手续时，面
对只会说海南话的老人，广西援
琼医疗队的队员们顿时傻了眼。
双方比比划划，依然理不清要
点。面面相觑之时，和老人同批
送来的2名年轻患者主动上前，
担当翻译，这才解决了问题。

在这些天的舱内工作中，这
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大多数患者
都是第一次感染，心理压力很大、
焦虑不安，但是碰上不会说普通
话的患者时，他们还是会很热心
地来为我们翻译。需要接收和分
发生活物资的时候，很多患者也
会来搭一把手。”黄思燕感慨，“有
这样的患者，我们工作起来省了
不少事。”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近日，
部分患者陆续从海口方舱医院出
院。

“众志成城，我们一起加油，
相信胜利就在不远处。”临近20
时，快进舱前，黄思燕在电话里向
记者道别，言语中充满信心。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实行24小时工作制，医务人员6班倒，全力服务患者

海口方舱医院医患一家亲

■ 见习记者 苏杰德 本报记者 曾毓慧

8月16日凌晨4时，乐东黎族自治
县九所镇四所村党支部书记罗振开躺
在床上1小时了，但翻来覆去，难以入
眠。

3 天前，四所村被划为高风险地
区，村民被要求足不出户，上千人的生
活被按下“暂停键”。罗振开特别担心
村民不习惯这种生活，有些人会不会按
捺不住，凌晨出来闲逛；疫情何时结束
……这些事一直在他耳边嗡嗡作响，搅
得他难以睡着。

村民“静”了，但村干部要“动”起
来。迷迷糊糊间，凌晨 5 时，闹钟响
了。铃声提醒他该起床，开启一天的工
作了。每天，他的首要任务是去镇上领
取防疫物资，确保白天上门核酸采样工
作能够顺利完成。洗漱完毕后，他从锅
里拿出一个爱人提前热好的包子，塞进
嘴里，嚼了几口咽下去。

当地开展全员核酸采样以来，罗振
开全家总动员，妻子作为志愿者参与维
持村里核酸采样队伍的秩序，女儿则加
入镇团委招募的核酸采样信息员队
伍。自从村子被划为高风险地区后，女
儿由于负责镇里“候鸟”社区的疫情防
护工作，不能回家。一家三口，奋战在
不同的抗疫岗位。

中午12时左右，350多户村民核酸
采样工作完成。罗振开心里的石头放
下了一块，还有一块悬在半空。

千余人不能出门，每天的吃饭就成
了大问题。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协调
几位专门负责收菜送菜的志愿者，在村

口等待提前订好的生活物资到来。此外，有些米、油等物
资送来的时间不固定，也需要随时接送。于是，偌大的村
子，太阳升起前到落山后，村干部和志愿者们一直在挨家
挨户送菜、送米。汗水一遍遍湿透的衣服上，形成了白色
的盐迹。

晚上7时，罗振开又走出了家门。白天的工作结束
了，晚上的工作刚开始。这几天，不少村民反映，地里种
的蔬菜、水稻和饲养的牛羊需要人照料。面对诉求，罗振
开和村干部商议，这些都是村民生存之本，不能耽误。于
是，几名村干部分别从村民那里接下了不同任务，有的查
看村民地里的蔬菜，有的去喂牛羊等。

当天晚上，他还要到田头抽水灌溉2户村民家的稻
田，3亩多地忙下来也要2个小时。浇水任务结束后，罗
振开又在村子里走街串巷，进行巡查。

尽管又困又累，他还是坚持巡夜到凌晨。他知道，越
是艰难的时候，越要咬紧牙关。这样才能让村子尽早摘
掉“高风险”的帽子，恢复往日热闹的生活。

（本报抱由8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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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四尽”“日结日清”三亚开展堡垒攻坚行动

全员合力跑出抗疫“加速度”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徐慧玲 李梦楠

落实“四应四尽”“日结日清”疫
情防控要求，三亚紧盯突出问题和
风险点攻坚克难，进一步加严加密
社区管控措施。采取卡口、封条等
隔离措施，增派人员加强管控。除
社区工作者、物业保安、公安执法人
员外，动员全市党员干部、8800多
名志愿者投入抗疫，下沉到社区管
控和服务中，实施共住共管，实行优
先检测、优先流调、优先转运、重点
管控等措施，开展堡垒攻坚行动。

下洋田社区：
核酸检测不漏一人

8月16日5时，天色未亮，三亚
市吉阳区下洋田社区居委会办公室
早已亮着灯，映出一群忙碌的身影。

“快，我们要加快搬运、清点、分
类医疗物资的工作速度，赶在医护
人员抵达前分配好”“社区工作人
员、志愿者要提前就位，配合‘大白’
做好入户采集核酸”……一阵阵催
促声，在寂静的社区街道上听得格
外清晰。

下洋田社区位于三亚市主城区
内，有老旧小区、学校、农贸市场、沿
街商铺等各类复杂场所，有的居民
楼依山而建，入户上门采集核酸面

临不少难题。
“为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让居民能够快速安全地完成核酸采
样，我们提前做好预案，采取分组、
多线模式开展，一名社区工作人员
或者志愿者配合一名医护人员，挨
家挨户上门沟通采样。”下洋田社区
党支部副书记董小翠说。

7时，7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的
几支“核酸采样小分队”陆续集结完
毕，他们“全副武装”，腰间“五花大
绑”，肩上斜挎着装满试剂管的塑料
袋，出发了。

一手拿着花名册，一手为受检
人员扫码、核对信息，随即再将检测
试剂管和棉签递给“大白”，下洋田
社区工作人员蒲珊和搭档配合得十
分默契，“一扫一采”一气呵成。

“大伙马不停蹄地‘扫楼’采样，
累了就直接坐在空地上，休息片刻，
又立即投入工作中，只为尽快为市
民完成核酸采样。”蒲珊说。

当天13时，“核酸采样小分队”
顺利完成任务，陆续返回下洋田社
区居委会办公区。此时居委会办公
区内仍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您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我
们已经做好登记，志愿者会将‘爱心
包’送上门”……下洋田社区居委会
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人员陈昌露电
话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为社区内的
残障人士、孕妇等群体建立了一份

‘特殊台账’，电话了解他们的困难
和需求，及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
务。”陈昌露说。海南日报记者注意
到，她的身后，是一张张由办公桌拼
凑成的临时床。

群众街社区：
“追阳”效率大大提升

“您今天有没有出门？”“跟您同
吃同住的人员是谁？”8月 16日 9
时，三亚群众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里，电话声此起彼伏，省直机关志愿
者关媛媛和同事们一边接听电话，
一边飞速地记录信息，争分夺秒地
开展“追阳”工作。

10分钟前，她们接到了当天社
区核酸阳性人员名单，需要尽快根
据名单确认人员情况，找出密切接
触者。简单扫了一眼后，关媛媛和
同事快速到达工位，开始拨打电
话。

“现在找密切接触者的速度比
之前快了许多。”关媛媛说，以前
核酸检测采取 10 合 1 混检的方
式，一旦发现混检异常，需要将10
个人员都找出重新进行核酸采样，
确定核酸阳性人员，寻找密切接触
者。

“耗费精力大，花费时间长。如
今，采取单人单管的方式后，我们的
效率大大提升，当天就可寻找到密

切接触者。”关媛媛坦言，电话确认
只是其中一部分，为了提高准确性，
她们拿到密接人员名单后，还要经
社区网格员协助查看，“网格员更了
解居民信息，避免居民瞒报、漏报的
情况。”

而在同一时间，一个个“大白”
穿梭在社区内，他们爬上一级级台
阶，敲门入户为居民做核酸。群众
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慧介绍，为
了提高采样效率，社区当天又新增
了10名信息采集员，既有社区工作
人员、志愿者，又有环卫所的人员，

“这些都是主动请缨加入的。为了
攻克难关，大家劲往一处使，符合
条件、有意愿加入的，我们都欢
迎。”

“信息采集员就像医护人员的
‘左膀右臂’，采样过程顺畅了，效率
就能提升。”李慧说，以往一个人需
要对应二三个医护人员，如今，新的
人员加入后，等待时间大大缩短，速
度提升，“一些配合比较好的采样小
组，一个半小时可以采完近 150
人。”

港门村社区：
转运安置速度加快

8月 16日 15时 30分，三亚市
港门村社区居委会办公楼前，100
多名吉阳区共青团志愿者正在穿防

护服。翟洪波是来自山东的游客，
遭遇疫情，他主动向吉阳区共青团
申请当志愿者，“疫情严重，三亚人
手紧张，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
而上午他从6时30分忙到11时，和
1名医护人员合作为287名居民做
了核酸采样。透过防护面罩，记者
看到，他的额头已经布满了汗珠。

港门村社区书记唐进明前晚通
宵未睡，忙到当天7时才眯了一会，

“昨晚是转运密接人员，今天是转运
密接人员和昨天核酸检测出的阳性
人员，转运必须加快。”由于这些天
来不停地接听、拨打电话，唐进明的
声音已经嘶哑了。

16 时 20 分，100 多名志愿者
“大白”每人拿着一张表格，分头进
入社区相关楼栋，组织阳性感染者
和密接人员下楼乘车。阳性感染者
将被转运至定点医院接受治疗，密
接人员也将被送至隔离点。

据悉，三亚将以“扛的意志、实
的作风、快的方法”抓好工作落实，
坚持结果导向。继续开展管控巡
查，按照最高标准、最严要求落实高
风险区管控措施，建立台账管理制
度，采取“一日三巡”方式，确保做好
高风险区“足不出户”。全力落实

“四应四尽”“日结日清”等要求，第
一时间转运密接者和阳性感染者，
及时切断社区内部传播链。

（本报三亚8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