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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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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解除隔离，不等于到处乱跑，还要进行3天
居家健康监测。”8月21日下午，儋州市白马井镇
一集中隔离点，在送解除隔离人员上车时，医护人
员提醒说道。

该隔离点8月9日启用后，接收来自白马井
镇禾能村、福村等地的密接者。“我们这个隔离
点先后4次接收了115名密接者。”该隔离点点
长、白马井镇委副书记符朝政介绍。

符朝政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了做好隔离
点的规范管理，他们对隔离点的楼层进行了功
能使用规划，进行闭环管理。一楼是值班岗；二
楼是餐厅，负责给隔离人员、医护和工作人员提
供餐饮；三楼和四楼划为物理隔层，不住人；五
楼给医护人员居住；六楼以上是隔离人员居
住。此外，五楼还根据专家的整改意见，在过道
加装了医护人员缓冲区。大楼里的两部电梯也
划分隔离人员专用电梯和工作人员专用电梯，
避免混用电梯带来传染风险。

“在隔离管理期间，我们还安排镇政府工作人
员、派出所民警和志愿者在外围24小时值守。隔
离人员或医护人员生活上有什么需求，就在微信
群里提出来，由外围的工作人员来帮忙解决。”符
朝政说，有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从家里带来的
糖尿病药吃完后向他们求助，他们立即联系白马
井卫生院取药，给老人送过来。

在集中隔离期间，医护人员除了每天上门给
隔离人员做核酸检测采样外，还会经常在微信群
给大家科普疫情知识，及时解答隔离人员疑惑。

“他们很辛苦，我们也要积极配合。希望疫情早
日结束，恢复正常生活。”一位隔离人员说。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梁尔格

背上一桶15公斤的消毒液，对隔
离酒店每个角落进行消毒，一轮下来，
每个志愿者要喷洒完8桶消毒液……
这是8月22日，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志
愿者们在三亚一家隔离点进行志愿服
务工作的情景。

8月20日晚，这个隔离点接收了62
名密接隔离人员，加上此前已隔离的，
该隔离点目前共有171名隔离人员。

8月19日上午，接到上级安排后，志
愿服务队迅速赶往该隔离点执行任务。

“将帽子由额前置于脑后，罩于头
部，避免头发外露。”在河南省援琼医护
人员指导下，志愿者们开展穿脱防护服
的培训。

每一项程序，每一个动作，都要一
丝不苟。“从七步洗手法和正确佩戴口
罩、帽子、手套等，大家不敢有一丝懈
怠。”事后，志愿者王泽回忆道 ，“经过
医护人员指导、检查过关后，我们又进
行了分组演练。”

8月20日，志愿服务队一演练完，立
即投入战斗。19时26分，隔离人员到达。

从消毒到维持秩序、登记信息，再到

发放房卡、引导入住，志愿者们配合默契。
隔离人员均顺利入住后，志愿者们

再次对通道、楼道、电梯、门把手等进行
消杀，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才完成。

“每一袋垃圾都需要经过消毒、捆
扎、再消毒、再捆扎等步骤，我们一天清
运了90多袋垃圾。”志愿者罗小杰说，
刚开始笨手笨脚，经过反复训练，他们
已能熟练地收集隔离点垃圾。

把隔离人员放在第一位，是隔离点
志愿者的服务准则。“许多平时简单的
事情，因为防疫的需要，会增加多道程
序。比如，送餐要避免污染，穿上防护

服后行动不便，会耗费更多时间。”志愿
者裴志文说，为了保证每顿餐食按时送
到隔离人员房间，送餐组志愿者几乎没
准点吃过饭。

“大家都挺不容易的，人与人更应
相互温暖和帮扶。”对于志愿者来说，志
愿行动来自一种“感同身受”。

“在这里隔离的有儿童、孕妇和老
人等特殊人员，我们会全力以赴做好服
务，像对待家人一样照顾好隔离人员。”
志愿者吴学斌说，他们有信心完成隔离
点的任务，愿大家都能早日平安回家。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

三亚一隔离点志愿者全力做好隔离人员服务工作

“愿大家都能早日平安回家”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利声富

“铃铃铃……”8月22日清晨6时
多，陵水黎族自治县一隔离点点长马科
科被电话铃声叫醒。实际上，他才睡了
2个多小时。

时针拨回至凌晨0时许。6辆转运
车到达隔离点，马科科和志愿者们逐一
引导隔离人员入住、做好档案台账后，
工作人员立即对隔离人员走过的区域
仔细消杀。走廊、大厅、门把手、电梯
……大家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凌晨 2时，当大多数人已进入梦

乡，隔离点内依旧灯火通明，一片忙碌
的工作情景：防控消毒组开展环境消
杀，信息联络组整理信息，安全保卫组
巡查楼层……

工作完毕，时针已指向凌晨4时28
分。

“大家抓紧时间眯会吧，天亮还得
忙呢。”马科科眯着眼睛就睡着了。此
时，后勤保障组的工作人员已经起床，
准备500多名隔离人员的早餐。

“点长，有个隔离人员情绪非常低
落。”被工作人员电话叫醒后，马科科立
即安排心理医生通过视频对该名隔离

人员进行安抚。经过30多分钟的辅
导，该名隔离人员情绪好转很多。

“我们应给予隔离人员更多的呵护
和关爱。”说起隔离点的工作，马科科感触
颇深地说，隔离人员入住隔离点后，或多
或少承受些许心理压力，他们的工作少不
了进行心理疏导，消除隔离人员的焦虑。

同时，每一位入驻隔离人员的身体
情况，都是隔离点关心的事情。

“由于匆忙，我忘记带检测仪器
了。”当天，工作人员收到一名患糖尿病
的隔离人员反馈后，立即想方设法帮忙
找到血糖仪。

“你要多运动，可在房间来回踱步，
不然血糖容易升高。”工作人员提醒道。

“我们要用‘陵水温度’，让隔离人
员安心又暖心。”每天的例会上，马科科
都会提醒工作人员，除了做好各项保障
工作外，还要积极开展人文关怀，做到
隔离不隔心、隔离不隔爱。

马科科说，在隔离点，所有工作人员
24小时待命，休息时间不定，吃饭没有
时间点。除了配合医学观察外，他们希
望为隔离人员搭建起一个“临时的家”，
确保他们安全平稳度过隔离期。

（本报椰林8月22日电）

陵水一隔离点加强人文关怀，为隔离人员搭建起“临时的家”

隔离不隔心 隔离不隔爱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见习记者 苏杰德

“有一份餐是不一样的，早餐豆浆
或汤类不要放糖，午餐、晚餐尽量少放
盐，弄点清淡的蔬菜和肉类就很好。”8
月22日下午，临近饭点，在乐东黎族自
治县万冲镇中心学校隔离点，负责值
守的校长李发再次拨通送餐方电话提
醒。这，是为住在该隔离点里的一名
糖尿病患者专门“定制”的餐食。

“疫情防控下事无巨细，必须细心
用心。”李发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要在校园改建隔离点？需要多
少间宿舍？”时间回到8月9日深夜11
点多，手机铃声响起，一通来自乐东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指令，让刚入睡
的李发立即起身。他随即喊来当天值
守校园的副校长黄家生等人，决定对
指挥部刚刚敲定的隔离点来个彻夜

“摸底”。
“就这两栋，马上筛出60间宿舍，

随时可能要投用，大伙抓紧点！”李发一
行人打开了一间间宿舍门。此时，距离
放暑假已有1个月的时间，宿舍内的地
板、窗户已积灰不少，部分水电及洗浴
设施已老旧或破损，亟需维修、更换。

忙乎2个多小时后，直至10日凌晨
2点多，李发及黄家生的纸上记下了一
列详实的清单。

“光有宿舍大门不行，还得找来挡

板与外界隔离开才安全、规范。”“这一
大圈的铁皮挡板，都要那种1.8米的高
度，才算隔离到位。”在镇委书记王宜浩
的提醒下，大伙又拿上尺子顺着刚划好
的那片空地测量了一遍，并将这份清单
往上打报告。

10日上午9时，乐东疫情防控部门
第一时间将相关设施配件全部运抵，并
及时增派水电维修工于当天傍晚前全
部完成维修或更换。可是，完工之后，
受潮的厕所及地板又沾上不少污垢，此
时再也抽不出更多的人手及志愿者来
帮忙清洁，怎么办？

不够人手，那就动员教职工来“搭把
手”。中午，李发在学校教职工微信群里
发布招募“清洁能手”的消息一传开，邢
剑强、罗小娜等居住在镇墟附近的教职
工立即接龙报名，当天下午，共有20余

名教职工志愿者集结开始了大扫除。
很快，宿舍及楼道地板的灰烬清扫一
空，部分泛黄的污垢也被洗刷干净。

按照上级部门安排，8月19日至20
日，已有两批共计61名密接人员顺利
入住该隔离点。

乐东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因地制宜持续优
化隔离点的服务保障设施，并深挖各方
资源储备更多的隔离房间，竭尽全力打
赢疫情攻坚战。

“再过几天，就是我60岁生日了，
在战疫中没有局外人，只要组织有需
要，无论多长时间，我们俩一定站好最
后一班岗。”看着与自己年纪相仿、党龄
同样已超30年的黄家生，李发的眼神
里充满了坚定。

（本报抱由8月22日电）

“战疫没有局外人”
——乐东一学校校长老师齐上阵，将学校改造成隔离点

儋州白马井一隔离点：

划分功能区域
做好规范管理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8月22日下午5时30分，为隔离人员准备的
晚饭已被送到东方市一隔离点的警戒线前，安保
人员从隔离点走出来，将这些餐食拿到大厅。这
时，2名送餐人员拿着分餐表，迅速分好各隔离楼
层所需餐食，然后穿上防护服，拎着餐食向隔离人
员通道走去。

“工作人员自身防护很关键。我们每穿一次
防护服，就要按流程正确脱防护服以及做好洗漱，
防止交叉感染。”隔离点医护人员、东方市中医院
医生庞晓敏说。该隔离点一共有6层，目前隔离
有30多人，配备有1名医生、1名护士、1名信息
员、2名消杀人员、2名安保人员、2名保洁人员以
及2名送餐人员等，人员配备充足。

做好隔离点消杀，是确保防疫安全的重要一
环。“每天早晚开展2次全面消杀，消杀不留死
角。”庞晓敏说，发现阳性病例转运后，隔离点消
杀人员会沿着阳性病例走过的路消杀一次，同时
上报东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其会派出终末消
杀组对病例房间进行终末消杀，再将房间通风24
小时，之后，保洁人员重新打扫，更换房间物品，并
用紫外线消毒灯消毒，“启用前，还会再次对这个
房间物体表面开展核酸检测，确保安全。只有结
果呈阴性，且经过市疾控中心评估合格后，才能再
次启用。”

同时，在医疗垃圾处理方面，该隔离点及时收
集、转运医疗垃圾，实现“日产日清”。

“我们严格落实最新的疫情防控要求，确保落
到实处。”该隔离点点长周正说，他们还成立了隔
离点临时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全体工作
人员拧成一股绳，确保隔离点运转顺畅，早日打赢
这场大仗。 （本报八所8月22日电）

③ 8月22日，三亚某隔离点，河南援琼医疗队
队员辅导隔离点工作人员学习穿脱防护服。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② 8月22日，在乐东一隔离点现场，医护人员
为工人进行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韦茂金 摄

① 8月22日，在乐东万冲镇中心学校隔离点，
医护人员为隔离人员送餐。 本报记者 韦茂金 摄

隔离点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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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8月22日电（记者张惠宁）8月22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有关部门了解到，万宁正
抓紧建设兴隆隔离点，24日将投入使用，可提供
700间隔离房。

据悉，万宁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兴
隆隔离点，目前正24小时推进。

据万宁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兴隆隔
离点主要用于初筛阳性感染者的隔离，相当于一
个“中转站”，在隔离点通过相关检查和综合研判，
确定阳性感染者是否为确诊病例，还是无症状感
染者。如果是确诊病例，需要转运到海口的医院
进行治疗；如果是无症状感染者，则转运至儋州的
方舱医院。

“今天我们又调运了72个工人进场施工，目
前进场施工的工人有130多人，全力推进兴隆隔
离点的建设。”22日下午，万宁城投公司兴隆隔离
点的建设负责人孙佳斌对记者说，城投公司24小
时不间断施工推进兴隆隔离点的建设。“目前有
10辆物资运在路上，我们将加大马力，尽快完成
700间隔离房的建设任务。”他说。

万宁推进
兴隆隔离点建设
明日将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