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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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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洋浦8月21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病好了，终于可
以回家了。”8月21日下午，当儋州二号
方舱医院的当班医生告诉患者黄奇（化
名）他和6岁的女儿今天可以出院时，
他长长舒了一口气。

当天，与黄奇父女俩一起出院的
还有6名患者。这也是儋州二号方舱
医院自8月16日启用以来，首批治愈
出院的患者。据悉，这8名患者来自
儋州市区及乐东黎族自治县，经过江
苏援琼医疗队方舱队精心的医疗救治

和照护服务，已符合出舱标准，后续
将转至社区和集中隔离点进行集中医
学观察。

黄奇父女俩于8月17日晚，从乐
东转运到儋州二号方舱医院接受治
疗，入住的是B舱。“方舱里各种生活
用品都备好了，不用操心。”黄奇说，
医护人员态度很好，工作认真负责，
经常到病人区巡查，询问患者身体状
况，并告诉他们如果不舒服就马上报
告。

“在方舱的这几天，我们深深感受

到，做好个人防护很重要，是防止病毒
感染的关键。”黄奇说。

据江苏援琼医疗队方舱队医务处
处长李云涛介绍，入舱期间，患者积极
配合医护人员治疗，在舱内也遵从医
嘱，做好个人防护，因此恢复较快。

据悉，江苏援琼医疗队方舱队负责
接管儋州二号方舱医院A、B、D、E四个
舱，目前A、B、D1、E1、E2已启用。截
至21日晚，江苏援琼医疗队方舱队共
收治患者1121名。

此外，8月21日晚，海南日报记者

从广东（广州）援琼医疗队获悉，8月21
日当天截至22时，儋州一号方舱医院
有200名患者出院，这是儋州一号方舱
医院自8月10日启用以来，治愈患者出
院最多的一次。

据广东（广州）援琼医疗队专家组
成员、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银孟卓介
绍，目前儋州一号方舱医院已启用1、2、
3、4和6号舱，收治来自三亚、万宁、陵
水、临高、东方、乐东等市县的阳性感染
者1600余名，经过综合诊治，有500人
符合出院要求。

儋州二号方舱医院首批患者治愈出院

“方舱里生活用品都备好了，不用操心”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习霁
鸿）8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广西援
琼医疗队获悉，21日当天截至18时，位
于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海口方舱医院
有29名新冠肺炎患者达到出院标准。

12日，海口方舱医院正式启用。据
介绍，21日出院的患者是海口方舱医院
治愈出院的第三批。目前，该医院共有
58名患者出院。

广西援琼医疗队共 612 人，分海
口、儋州和乐东3个分队。其中海口分
队526人，整建制接管海口方舱医院6、
7号馆，分管床位2482张。

据介绍，进驻海口方舱医院的这支
医疗队主要由内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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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舱医院里，我们严格按照第

九版新冠诊疗方案进行救治。”海口方
舱医院执行院长、广西壮族自治区胸科
医院副院长刘爱梅告诉记者，方舱医院
主要采取中医中药治疗、营养治疗的方
式，针对患者最主要的检查包括炎性指
标监测和核酸检测，在患者饮食方面偏
向高营养、易消化的食物。“另外，我们
在方舱里也配备了急救药品，以备不时
之需。”她说。

据海口市卫健委有关人员介绍，
为了确保海口片区新冠肺炎方舱医院
平稳高效运转，统筹做好疫情期间入
住方舱医院患者的救治工作，海口成
立了海口片区新冠肺炎方舱医院运行
保障工作专班，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
任指挥长，下设后勤保障组和综合协
调组，确保方舱医院安全、有序、科学、
高效运转。

截至目前——

海口方舱医院共有58名患者出院

本报三亚8月21日电（记者李艳
玫 李梦楠）“感谢医护人员对我们贴心
的照顾，他们每天给我们送饭、送药，很
辛苦！”8月21日，三亚第三方舱医院首
批14名患者治愈出院，一名女患者激
动地说。

自8月15日三亚第三方舱医院开
舱收治以来，9名确诊病例（轻型）和5
名无症状感染者经过综合诊治，符合出
院标准，于21日当天治愈出院。

三亚第三方舱医院首批出院患
者均来自 B2 舱区，这里由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管理。当
天，该院医护团队为出院的患者举办
了一场简单的欢送仪式，送上鲜花和
卡片。“谢谢医生”“你们辛苦了”……
现场，患者简短的话语汇聚成了一股

暖流。
截至8月21日14时，三亚第三方

舱医院累计收治1508人，转出23人，
出院14人。收治患者中，最大年龄85
岁，最小年龄3个月。

据了解，该方舱医院主要收治轻症
和无症状感染者，由上海援琼第一医疗
队接管。他们来自上海11家医疗机
构，一共有504名队员。“我们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设立党员先锋岗，并迅
速组建患者志愿者服务队，一周内先后
招募100余人，建立起方舱志愿者协助
管理制度，让舱内各项工作有效运转。”
上海援琼第一医疗队领队、三亚市第三
方舱医院院长郑军华说。

在B2舱区，病床旁的一处红色标
记引人注意。“这是老人、小孩、有基础

疾病等特殊人群的标志，方便医务人员
更好地区分出来，重点关注他们的情
况。”上海援琼第一医疗队仁济医疗队
护理组组长陈敏说，舱内还配备各类医
疗仪器，以备不时之需，保障患者生命
健康。

当天，在三亚第一方舱医院，185
名新冠肺炎患者，经过综合诊治，符
合出院标准，中午起陆续安排出院。
截至8月21日12时，三亚第一方舱医
院在院患者 1526 人，累计出院患者
903人。

据三亚第一方舱医院院长、广东援
琼医疗队领队崇雨田介绍，医疗队抵达
三亚后迅速部署完善组织架构，明确部
门分工，并制定医疗团队“四个一”工作
原则：“一支队伍，一套制度，一个声音，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三亚第一方舱医院可使用床位

1568张，分为A、B、C、D、E及南繁楼五
块片区，主要收治无症状感染者、轻型
和普通型患者。根据病区床位数进行
划片区管理，实行病区区长负责制，精
准安排人力物力，责任到人。

据介绍，医疗团队对患者采取医疗
护理相结合，中医西医相结合方式，一
人一策，精准施治。舱内配备了中医力
量，携手当地的中医资源，全方位为患
者进行中医诊疗，促进新冠患者的一体
化管理和康复。

为了缓解隔离患者心理压力，中山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援琼医疗队每天通
过广播定时播放“粤心琴”，为患者提供
便捷的个性化在线音乐治疗。

三亚第三方舱医院首批患者治愈出院

“感谢医护人员的贴心照顾”
临高：以快制快战疫情
有力有效抓防控

◀上接A01版
对确诊病例流调轨迹最为密集的新盈镇，第一时
间调集人员实行全域管控，在疫情发展初期，坚
决防止镇域疫情外溢，确保早日实现县内社会面
清零。

在管控外围的同时，该县第一时间组建新
盈镇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驻点调度，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主要负责人担
任指挥长，副县长担任第一副指挥长，新盈镇党
委、县卫健委、县委组织部、县交通运输局、县
商务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担任副指挥长，下设
综合协调组、健康监测组、医疗保障组、消毒
组、转运组、后勤保障组、安全保障组、组织保
障组等8个专项小组，分别负责核酸检测及整
体组织协调、居民各类疾病健康监测、医疗服务
及心理疏导、重点区域消杀及垃圾分类清运、

“追阳”及尽早转运、各类生活物资供应、全域
外围及内部各村卡口管理、统一调配干部充实
疫情防控一线队伍等各类工作，不断加强新盈
镇高风险区域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
指挥、统一行动。

网格管理 细之又细

8月15日，临高县体育服务中心副主任黎子
安受命赶至新盈村隆安村民小组，担任红色中网
格的网格长，带领2名中网格员及10名小网格
长，负责400余户2000余人的疫情防控工作。

挨家挨户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组织入
户核酸检测工作、不间断巡逻……截至目前，黎
子安已连续奋战6天。“我是新盈人，希望能为
新盈镇早日歼灭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黎
子安说。

8月15日起，面对严峻的疫情发展形势，在
新盈镇严格落实“镇包片领导+驻村工作队+村干
部”三级责任制基础上，临高县将新盈镇36个高
风险区域整体划定为大网格，把每个高风险区域
划定为中网格，中网格分为绿、黄、红3种颜色，中
网格内再细分小网格，其中绿色中网格按80户标
准来划定小网格、黄色中网格按60户标准来划定
小网格、红色中网格按40户标准来划定小网格。
总计配备中网格长68名，小网格工作人员628
名。中网格长由该县派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担任，
小网格工作人员由镇村干部300名、县派干部
328名组成。

根据网格大小和风险等级，合理设置卡点位
置、分配人员数量，保证每个网格有定点的安保巡
逻人员、专门的核酸检测人员、医疗保障人员等各
类工作人员。其中，大网格由指挥部统一调度，中
网格落实指挥部指令并调配小网格战斗力量和物
资保障，各级网格长充分压实责任，环环相扣，全
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实现所有网格快速检测、快
速“追阳”、快速隔离。

“绿色中网格指该网格内没有发生阳性感
染者。”新盈镇党委主要负责人介绍，曾发生1
至3 例阳性感染者的网格为黄色中网格，曾发
生4例以上阳性感染者的网格为红色中网格，
并根据疫情态势动态调整中网格颜色。在守卫
绿网格的同时，其他网格严格按照相关核酸检
测标准评估，7天无新增感染者的高风险网格
开始按照中风险区域管控要求实施管控，若该
网格内继续连续3天无新增感染者则开始按照
低风险区域管控要求实施管控，依次直至彻底
解封，逐步压缩镇域管控包围圈。解封后原网
格内的工作人员补充至其他网格继续攻坚，以
高度细致化的管理全力以赴打赢新盈疫情防控
歼灭战。

目前，新盈镇正在筹备开展“党徽一线闪亮、
抗疫最美逆行”活动，推动“最美网格员”“最美
志愿者”“最美战疫人”等评选，鼓励党员、干部、
志愿者等全体抗疫工作人员做好社区严控和服
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弘扬抗疫正能量，提升全员
作战积极性。

严格管控 暖心服务

连日来，每天傍晚，新盈镇新兴社区志愿服
务队队长唐小新都会准时带领队员们，到新兴居
委会集合，等待各类物资配送车的到来，在各相
关部门的组织安排下，卸载、统计、登记、入库、
分包，然后挨家挨户上门配送，及时把物资配送
到居民手上。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新盈镇高风险区落实“足
不出户 上门服务”封控措施，对疫情“严防死守”，
最大程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与此同时，临高紧抓服务意识，由新盈镇各
村（居）委会生活物资保障员每日统计村民物资
需求，根据村民“点菜”需求次日安排供应；组织
县城5家大型超市与11个村居委会建立包片对
接供应的机制，由村委会将居民的需求上报，并
经前方指挥部研究统筹后下任务给包片商超企
业；包片的商超企业在确保物资新鲜与质量的前
提下，制作好标准肉包、标准蔬菜包，以冷藏车
运送的方式运送到接驳点，再由村委会组织人力
进行卸货，清点货量，最后由志愿者将物资配送
到居民手上。

此外，临高还印发《新盈镇疫情防控期间农业
纾困解难工作方案》，成立新盈镇农业纾困解难工
作组，确保新盈镇农产品市场稳价保供，粮食、禽
畜肉蛋、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生产流通顺
畅及质量安全，实现疫情防控和生产两不误，稳定
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强调突出关
爱特殊群体，全面提高服务意识、服务水平，让村
民安心居家、安心抗疫。

（本报临城8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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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在三亚第三方舱医院，医护人员为
出院患者消杀随身物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8月21日，在儋州二号方舱医院，医护人员仔
细核对出院患者信息。 江苏援琼医疗队方舱队供图

治愈出院
⬆8月21日，三亚第三方舱医院，首批患者治愈

出院。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