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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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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通讯员 符润彩

8月19日上午，儋州市三都办
事处西照村路口，一面鲜艳的党旗
迎风招展，两名防疫工作人员在对
进出卡口的人员查验健康码。

村委会办公楼的院子里，村民
们整齐地坐在三排塑料凳上，排队
等待做核酸，每张塑料凳间隔一
米。前面的村民做完核酸后，后面
的村民跟上，但不能挪动塑料凳，整
个核酸采样工作井然有序。

这是村干部想出来的招数。西
照村党支部书记羊王彦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他们搬来几十张塑料凳，按
一米的距离摆放，让前来做核酸的
村民坐着等候，等到院子的塑料凳
有空位了，才让外面的村民进来，这
样解决了村民排队拥挤的问题。

位于洋浦东部生活区的西照村
下辖10个自然村，有498户 2700
余人。其中两个村，还租住着500
多名在洋浦产城融合安居工程等项
目工地的外省工人，这增大了该村的疫情防控压力。

西照村党支部根据三都党工委、办事处的疫情
工作部署，结合本村情况，建立了“一面旗帜、二个方
案、三个到位、四个测点、五支队伍、六个卡点”的抗
疫工作机制，筑牢抗疫防线。

一面旗帜，即始终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飘扬；二
个方案，是结合村情，制订《西照村委会疫情期间
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核酸检测工作实施方
案》和《西照村委会疫情期间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
管理卡点设置工作实施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有序
进行；三个到位，是指安排好的工作，各岗位必须
准时到位，防疫物资必须提前到位，工作执行必须
到位；四个测点，即合理选好4个核酸检测点，方便
村民开展检测；五支队伍，即组织党员队伍、乡村
振兴工作队、包点工作组、网格员队伍、村小组五
级战斗体系全部投入抗疫一线；六个卡点，是说在
盘龙、福照、黄烟、东方等6个主要路口设立卡点，
组织党员干部、村民等轮流值班。

“每个卡点和核酸采样点，村干部和党员必须在
岗。”羊王彦说，全村44名党员，除了居住在外面及
年老体弱的老党员外，其他30多名党员都主动参与
抗疫一线，没有人喊苦叫累。

“一二三四五六”抗疫工作机制的建立，让西照
村的抗疫工作运转顺畅。“接到三都办事处的指令
后，我们立即安排，短时间内就在10个自然村实行
了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羊王彦说。

（本报洋浦8月21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见习记者 苏杰德

8月21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抱
由镇，一排排刚建成的疫情防控救援
隔离房（以下简称隔离房）迎来了交付
验收这一重要“考关”。这批隔离房8
月15日紧急从省外调运物资运抵，然
后集结精兵强将加速建设，于8月20
日凌晨建成首批200间。

8月21日，由属地医疗、卫生监
督、消防、环保部门以及省外援琼医疗
队等有关负责人组成“考官团”，围绕
各自的职责与专业认真查看及验收每
一环节。不多说客套话，对于可褒扬
点赞之处，“考官团”均是三言两语简

短带过，更多的是围绕当下疫情防控
的紧迫性与实际应用的重要性，多揭
短、多挑刺，也让这一交房验收会显得

“辣味”十足。
“作为疫情防控集中医学观察

点，医学观察区、隔离生活区与物资
保障供应区是三个功能不同的区域，
一定要采取物理隔断方式进行隔离，
还要设置明显的标识，这几点还需要
改进完善。”“工作人员通道与隔离人
员通道不能存在交叉，有条件的话，
还得将垃圾清运通道与隔离人员的
进出通道分设在两端，这样才能最大
程度地避免内部交叉感染。”

四川援琼医疗队队长彭宇率先
“揭短”，当即提出了乐东隔离房在

“三区两通道”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并
就亟须改进细节一一罗列出来。据
悉，彭宇此前曾数次赶赴湖北武汉等
地参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对于他的
整改建议，隔离房施工方及监理方一
行人随即记在纸上，并表示当天即改
进完善。

“每一隔离单元要合理设置医疗
废物收集转运设施，尤其要对通勤人
员严格实行闭环管理。”“现在安装的
这种手动式水龙头，难免会让大家交
叉触碰，但免触感应的水龙头好像不
太耐用，建议更换成脚踏式的更实
用。”当天，另一“考官”——来自乐东
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陈伯香结合
自己今年参与援沪抗疫医疗队的经

验，当场指出该隔离点存在的数个瑕
疵并建议尽快整改。

“污粪管道最终排口在哪里？”
“电视信号调配到位了没？空调制
冷、热水器调温都没问题吧？这一片
区用电高峰期会不会跳闸？”“这几个
地方的电线，一定要安装阻燃套
管”……当天，消防、供电、环保等部
门的“考官”也围绕各自专业逐项考
核并提出建议。

“这三项今天中午就能完成。”
“其他几项也将在这一两天全部改
进，争取投用！”临近中午，该隔离房
施工方、监理方等毫不回避地立下了

“军令状”。
（本报抱由8月21日电）

乐东首批200间隔离房建成并迎来“考官团”

一场“揭短挑刺”的交付验收会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8月21日清晨7时，儋州市那大
镇怡心花园一期，该市人民医院消化
内镜室副护士长许小姣又一次来小区

“上班”。穿戴好全身防护装备后，她
走进小区封控楼宇，逐户敲门，上门为
居民做核酸检测采样。

怡心花园一期、二期是儋州市
主城区高风险区，列入全市拔点攻
坚的重点对象。为了做好风险管
控，儋州市人民医院成立一支由30
多名医护人员组成的“扫楼”小分
队，每天挨家挨户为居民做采样，实
现“日清日结”。

7时许，叮！ 一声轻响，小区封
控楼宇C5栋，电梯来到18层。许小
姣走出电梯，直奔第一户人家，她用戴
着橡胶手套的手轻轻“敲门”，门很快

开了。“你又来了啊，天天上门给我们
采样，真是辛苦了。”听着住户的话语，
她心里一暖，连说都是应该做的，手中
动作并没有慢下来，站在门口为一家
四口人做完咽拭子采样。

“无人住户”。18 层楼，共有 6
户，其中有2户的大门上，用粉笔写着
这4个字。看到这4个字，许小姣就
不会敲门，只找有人的住户。其实，刚
接到采样任务时，许小姣和同事都是
第一次走进C5栋。起初，她们并不知
道哪一户住没住人，每一户都要敲门，
生怕漏了一个人。

她们后来怎么知道的？“这都是社
区群众主动和我们说的，想让我们不
要‘白敲门’，少辛苦一些。”许小姣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她们连续5天为C5
栋上门做采样，居民都很体谅“大白”
的辛苦，相处越来越默契。经过居民

提示后，她们下次来的时候就带着一
支粉笔，在“无人户”门口逐一做了标
记。刨除整栋十几户“无人户”，许小
姣们的“扫楼”行动更有效率，节约了
不少时间。

几分钟后，结束18楼住户的采
样，许小姣和同事并没有走回电梯，而
是沿着楼梯走到17层，一户户上门采
样。“这儿有冰淇淋，你们拿着降温吧”

“你们好辛苦，要不是有防疫规定，我
真想送你们几个苹果。”……居家多日
的群众不仅积极配合做采样，还争相
要给“大白”们送东西以表达感谢，为
遵守防疫规范，许小姣和同事一一都
婉拒了。

16 层、15 层……许小姣和同
事，每做完一层楼住户的上门采样，
就沿着楼梯往下一层走。当天，在
居民的悉心配合下，完成整栋楼的

采样，她们共花了 70分钟左右，比
第一轮全员采样节约了近三分之一
的时间。

为啥不坐电梯，更省力省时？面
对记者的疑问，结束采样不久的许小
姣解释说，这么做是按照疫情防控工
作规范要求的。C5栋是封控楼宇，坐
电梯上去的时候，她们穿的防护服都
是干净的，不会污染电梯环境。但是，
在18楼做完第一个人采样后，衣服上
就会有沾染病毒的风险，因此，她们都
会选择走楼梯逐层做采样。穿防护服
走楼梯的时候，她们也不会接触扶手
等室内设施。

不漏一户一人，单人单管采样，儋
州市人民医院的38位“大白”和社区
志愿者，当天共为小区内32栋楼住户
完成上门采样，合计采样4866人。

（本报那大8月21日电）

儋州“大白”敲门采样，从18楼一层层往下走……

一场高风险区内的“扫楼”行动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8月21日早上7时，万宁市万
城镇裕光社区开始了挨家挨户的上
门核酸采样。

“已经有12个居民小组完成核
酸采样了。”上午9时37分，裕光社
区居委会办公楼一楼，社区工作人
员魏海珠正在核对当天核酸采样

“台账”。自被划为高风险区以来，
裕光社区严密落实足不出户、上门
服务政策，织密疫情防控网。

裕光社区居委会办公楼所在区
域成为社区防控的工作区域。海南
日报记者看到，工作区域设定出了

“穿防护服区”“脱防护服区”“医疗
垃圾打包处理区”。

“9队王铭章家3人，全部采样
了，王铭礼家8人全部采样了……”
这个“台账”其实是裕光社区现状人
口核酸检测一览表。裕光社区居委
会党支部书记严庆文介绍，裕光社
区分成了18个居民小组（队）进行
网格化管理，每个小组成员每天是
否采样由小组长核对，确保不漏1人。

10时许，裕光社区就完成了全社区3100多名
居民的上门采样工作。“社区能很快执行我们的建
议，入户采样安排到位，群众也很配合，所以我们的
核酸采样工作很顺利。”由陕西渭南援琼医疗队和陕
西延安援琼医疗队组成的30人医疗队负责扎点裕
光社区进行核酸采样工作，领队史盼对记者如是说。

严庆文说，社区强调纪律，要求社区干部、志愿
者和居民小组组长提前半小时等待医疗队，如果有
人不到位也能及时知道补充。“每天18时，社区还要
会同高风险区包点市领导和包点机关单位有关负责
人一起开复盘会议，总结当天工作，分析不足，安排
明天的任务。”他说。

裕光社区办公楼对面便是生活物资收放点。记
者在这里看见放着两个泡沫箱，里面装着猪肉。“很新
鲜的猪肉，刚送到，58份。”专门负责物资登记接收的
社区工作人员蒋红说，“蔬菜已经送去各家各户了。”
记者了解到，裕光社区每户居民每天将生活需求报给
居民小组组长，由小组长汇总报到蒋红这里，物资到
时，再由居民小组组长挨家挨户送。

当天10点16分，第三居民小组组长魏世立赶
过来把最后4份肉给他们小组居民送去。魏世立所
在的小组有53户，他每天送菜肉、大米等物资得跑
五六趟。

目前，裕光社区居委会办公楼三楼的会议室，成
了社区十几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晚上的休息室，把
两张会议桌拼起来就能睡。好多人多日没有回家
了。“每天晚上把第二天3000多个采样单管提前贴
好标签，把第二天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用的
手套、防护服等物资都一一备好，全靠志愿者、工作
人员、居民小组组长、驻社区工作组等人员的齐心协
力干。”严庆文说。 （本报万城8月21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接到新指示，凌晨要开展全市全
员核酸检测，要提前安排运输车辆
了。”8月20日晚7时多，在东方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以下简称指挥部）内，灯火通明，指挥
部交通保障组副组长袁慧华正忙着向
3名工作人员部署工作。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指挥
部里，大型圆形会议桌上，多位负责
人正统筹协调有关事项，为打响这场

“夜间战”做准备。各小组以组为单

位合力办公，大家紧盯电脑，手指在
键盘上飞快跳跃，接打电话的声音也
不断传出……

作为指挥中枢，科学调度是关
键。根据采样的区域和采样的力量，
交通保障组王禹棋等3名工作人员开
始马不停蹄地制作安排表，同时与运
输公司联系，协调用车。晚上9时许，
全市的运送物资车辆安排表、核酸采
样转运车辆分配表、医护人员车辆信
息表等6张表上报给了指挥部当晚总
协调人，然后总协调人将表发到城区
各片区和乡镇有关负责人手里，由他
们具体负责统筹调度车辆。

而这时，交通保障组忙着接打电
话、发信息，协调落实车辆有序运行，
确保有关车辆均到位。一直到8月21
日凌晨1时，城区各片区和乡镇进入有
序运转状况。落实滞留旅客车辆调配
后，袁慧华得到稍作休整的机会，她直
接从后面拉来折叠椅原地休息，休息
不到2小时，便继续投入工作。其他成
员仍关注电脑和手机信息，随时协调
解决问题，累了困了，就喝点水，吃些
干粮，一直到8月21日上午6时。“往
日一大早开展核酸采样时，凌晨开始
我们便是一直在岗的。”袁慧华说。

指挥部追阳组同样彻夜坚守，为

快速找到混管阳性患者，及时收治，
以及顺利开展流调、隔离密接者赢得
时间。

8月21日凌晨3时多，追阳组工
作人员就收到了实验室发来第一批异
常管的信息。随后追阳组工作人员根
据混管管码在系统里查出混管人员信
息，制成表下发给追阳小分队，并跟踪
检测过程，实时查看检测结果。一旦
找到阳性感染者，就立即将有关信息
推给负责单管台账人员比对名单，若
是新添加的，就拨打120及时转运，同
时将信息发给流调组开展流调。

（本报八所8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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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8月21日，在儋州市那大镇先锋社区，江苏援琼医疗队走进封
控小区为居民开展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③8月21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防护隔离点现场，工人正在进
行收尾工作。首批200多套隔离房于21日晚交付。

本报记者 韦茂金 摄

②8月21日清晨，万宁市万城镇，医务人员骑电动车前往交通不
便的地方开展核酸检测。 通讯员 杨师忠 摄

同心协力
战疫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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