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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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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深夜食堂”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8 月 19日晚上 9时许，在三亚市崖州区
南山村大出水村民小组的村口防疫点，临时
安装的照明灯在夜色中格外醒目，几位村民
在此值守。不远处有车辆驶来，大家立马提
起精神。

“是林玲姐来了！”看到熟悉的小轿车，大出
水村民小组组长符文超立即迎上前。

符文超口中的林玲姐，是三亚市崖州区拱
北村村民，本轮疫情发生后，她带着家人和“亲
友团”，坚持每天为坚守在防疫岗位上的执勤
者、医护人员等送爱心夜宵。

林玲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口罩、面罩、手套
等防护装备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虽然从未
真正见林玲口罩下的样貌，但经过连续一周的
交流，符文超一眼就认出了她。

“炒饭、猪杂粥、凉粉、炒粉……天天都不重
样呀！”符文超接过林玲手中的几份夜宵，打包
盒内冒出阵阵香气。“不少人忙得顾不上吃晚
饭，多亏了林玲姐送来的爱心夜宵。”符文超连
连道谢。

来不及过多寒暄，林玲指了指车上还未送
出的几十份夜宵，开着车再次驶入夜色中。

自8月2日以来，每天早上，林玲就和“亲
友团”忙着采购食材、备餐，为抗疫一线工作人
员制作免费夜宵，每天17点时左右开始接单，
晚上8点陆续开始配送。截至目前，林玲和家
人、朋友为崖州区一线防疫工作人员派送超1
万份爱心夜宵。

“我们的‘亲友团’有近200人！”拱北村村
民邓兴丽得知人手紧缺后，主动承担起打包夜
宵的工作。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越来越多村
民、商铺老板等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有的志
愿者帮忙采购食材和环保打包盒，有的直接出
钱，大伙都希望能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

三亚
治愈出院人数明显增加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记者李艳玫）8月
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第三十五场新闻发
布会获悉，经过持续多天的艰苦奋战，三亚新
增阳性感染者数量连续下降，治愈出院人数明
显增加。

“当前，三亚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依然是紧
盯工作目标，借助全省之力和省外支援力量，全
力打通堵点、堵塞漏洞，严格按照‘四应四尽’要
求，持续开展疫情防控‘十大专项行动’和‘攻坚
拔寨行动’。”三亚市副市长罗东说。

据介绍，三亚进一步规范集中隔离点管
理措施，对集中隔离点实施提级管理，安排一
名市领导统筹负责隔离点管理工作，实行“点
长”负责制，选派机关干部担任点长，配足配
齐医护人员、公安、志愿者、后勤服务等人员，
提级优化管理。严格按照国家防控方案第九
版要求，规范“三区两通道”设置，在集中隔离
点按照防疫规范张贴封条，安装门磁、监控，
实行无死角监管。

在24个重点社区（村）继续严格落实“足不
出户”的要求，三亚全力把大门封住、小门管
住。该市对重点社区（村）以外的其他社区，持
续强化社区网格化管理，严格落实高风险区“足
不出户、上门服务”、中风险区“人不出区、错峰
取物”等管控措施。

同时，三亚细化服务措施，持续做好群
众服务保障工作。全市设立10家“菜篮子”
配送中心，供给量提升20%。三亚市妇幼保
健院互联网医院开展线上义诊活动，免费挂
号，不出家门即可获得专业咨询和就医指
导。该市还开设临时庇护场所，保障特殊困
难群体。

三亚第一方舱医院
累计出院人数突破千人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 （记者李艳玫 马
珂）8 月 22 日，三亚第一方舱医院 221 名新
冠肺炎患者，经过综合诊治，符合出院标准，
当天安排陆续出院。截至 8月 22 日 12 时，
三亚第一方舱医院累计出院人数突破1000
人。

据介绍，该方舱医院由广东援琼医疗队和
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医护团队
共同负责治疗和管理运行，主要收治轻症和无
症状感染者，对患者进行系统性、常规化的体
检，如果发现有特殊疾病的，会通过绿色通道直
接转诊到三亚中心医院。

当天12时，由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
疗队管理的三亚亚龙湾第三号酒店方舱医院收
治的感染者中，有23人符合出舱标准，陆续出
舱。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九版《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这些治愈患者出舱后将落
实7天居家健康监测。

8月11日5时，三亚亚龙湾第三号酒店方
舱医院正式开舱。8月22日12时，三亚亚龙
湾第三号酒店方舱医院收治的感染者中，有23
人治愈出舱。截至8月22日12时，该方舱医院
累计出院163名。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徐慧玲 周月光

8月1日来，三亚全市上下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份普通，却不平凡，他们同
基层干部、医护、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汇成一股磅礴的抗疫洪流。他们当中，有提供免费爱心餐的饮食店老板，有不怕脏活累活的清洁工
人，还有暖心的房东……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诠释了抗疫是一场人民战争的深意。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徐慧玲 李艳玫

连日来，三亚从严从细落实社区各
项管控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落
实好“十字”封条、常态化巡查等防控措
施，确保“足不出户、上门服务”“人不出
区、错峰取物”等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
处，攻坚拔寨，力争早日夺取疫情防控全
面胜利。

“网格化+巷长”
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

“崖州区已连续2天实现零新增，但
是疫情防控不能松懈，一个小小的疏
忽，就很有可能毁掉来之不易的抗疫成
果。”8月21日 18时许，三亚市崖州区
东关社区东四巷巷长卢钟华和志愿者
挨家挨户上门，检查封条的完整性，“作
为一名巷长，我要对这条巷里的14户
72名居民负责。”

看到一户居民家的封条因雨水淋

湿破损，卢钟华立即拿出写着“居家隔
离”字样的封条重新贴上。“为进一步减
少人员流动，小封条发挥了大作用。”卢
钟华说。

“封条的贴法十分有讲究，若完全贴
紧，隔天医护人员入户进行核酸采集、跑
腿志愿者上门送物资时只好直接撕毁封
条，将增加后续工作量。”卢钟华先将一
张封条竖向贴在门上，中间留出空隙，另
一张横着张贴的封条穿过空隙，呈“十
字”形，“如此一来，居民若打开大门，从
房内则无法还原，十字插销封条还可以
重复使用，降低了工作成本。”

东关社区党总支部书记潘立仁介
绍，把防疫举措精细化落实到每一条街
巷是东关社区探索的办法。

“我们把社区分为4个网格，每个网
格下设网格长、网格员，并在居民志愿者
中设立33个巷长，负责对接每一条巷子
的居民。”潘立仁说，巷长与省直机关青年
志愿服务队等密切对接，配合做好医护人
员入户采集核酸样本、物资配送等工作。

在东关社区居委会门口前，悬挂着
长两米、宽1米的“作战图”，上面记载了
每个网格区域内每户的家庭基本情况，
便于入户人员按照“作战图”开展工作。

潘立仁说，连日来，东关社区集结各
方力量，医护人员、驻村工作人员、志愿
者、网格员、巷长等189人，利用“网格化
管理+作战图”模式，形成合力，对辖区4
个网格开展“地毯式”上门核酸采样，确
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精细化抓落地
采取分类应对管理措施

“我被开水烫伤了，需要去医院。”近
日，三亚市海棠区林旺社区第二网格居
民群内，一位居民焦急地求助。第二网
格长罗亚莉了解后，立即上报协调车辆，
和联防队员一起将这位居民送到医院。

林旺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蔚介绍，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增强网
格化、精细化管理，把社区里的人员信息

掌握得更清楚、更细致，确保各项防控措
施能够精准落细落实。

疫情防控中的各项措施能否真正落
实到位，关键看基层。在当前攻坚拔寨
的关键时期，三亚对网格这个基层最小
治理单元，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设置划
分，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切实把各项工
作抓实、抓细、抓落地。

天涯区红旗街社区将8个网格划分
为2个安全区网格、4个疫情区网格及2
个重疫情区网格，对不同区域采取分类
应对管理措施。“我们对疫情区网格和重
疫情区网格加强巡查管控，并由网格员
每日做好全面消杀及清洁工作，对居民
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安排专人负责收
集、帮助购买和配送到门。”红旗街社区
有关负责人介绍。

巡查组网格员李敏说，巡查组采取
三班工作制，每日对网格区域内居民居
家隔离、封条管理、静态管理等情况进行
巡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管理。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

三亚持续攻坚拔寨

压实各方责任 落实防控措施

三亚各行各业普通群众通过不同方式参与抗疫

平凡“微光”汇成“星河”

8月22日，在三亚市第三号酒店方舱医院，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感染者向医护人员挥手告别。
连日来，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援三亚方舱医疗队166名医护人员持续奋战方舱救治一线，医疗救治工作稳步

高效推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患者治愈出院

刘媛
20天瘦4斤的清洁工人

在疫情防控中，有一个关乎病毒传播防控、避免
二次污染的重要“战场”——医疗废物的处理，被称为

“最后一道防线”。
8月22日13时，三亚气温31℃。在美丽之冠核

酸采样点，三亚海螺垃圾转运队医疗废物清洁工刘媛
与8名同事一起化身“大白”，装袋封箱医疗废物。

“医疗废物必须及时收运，不然可能产生二次污
染。”刘媛声音嘶哑，“现在人手紧张，一半的人因为封
控等原因不能到岗，必须加班加点。”

防护面罩下，刘媛额头的汗珠细密；透过防护服，
也能看到她被汗水打湿的衣衫。

“每天6时我们就出门了，7时到岗，工作到11
时，回到队里吃过午饭，12时到岗工作到20时左右。”
刘媛说，当天上午，已经收运1个隔离点、1个方舱医
院和1个社区的医疗废物，下午计划再收运3个点位。

三亚本轮疫情以来，刘媛按照相关规定，每天与同
事一起住在酒店。“4月份参与抗疫，一个月没有回家；6
月被抽调到机场抗疫一个月没有回家；8月持续奋战
20多天……”由于每天加班加点，刘媛体重不断下降，8
月以来瘦了4斤。

刘媛说，守好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线”是他们的
职责，再苦再累都不怕。

李少云
送出3740份餐食的老板娘

这几天，在位于海棠区滕海社区的一家炒鸡店内，
老板娘李少云带着20余名员工，每天从早忙到晚。

从8月11日至20日，他们制作了3740份餐食，
免费提供给滞留游客、社区工作人员等，每天变着花
样，让大家尝到不一样的美味。“依托后海的发展，我
们吃上了‘旅游饭’，现在遇到疫情了，我们应当为战
胜疫情出一份力。”李少云说。

8月11日，李少云加入一个滞留游客的联络
群，了解到他们的日常饮食没有着落，立即主动站出
来，承担起“送饭”的责任。“店里还有储备食材，物资
保障没问题。”当天，李少云就带领大伙干起来。当
晚，100份香喷喷的“肉末芹菜、尖椒肉丝和米饭”套
餐送到游客和工作人员的手中。送完餐后，李少云
又开始研究后面几天的菜单：早餐“疙瘩汤和凉拌黄
瓜”、中餐“酸辣土豆丝、清炒卷心菜、卤鸡腿、米饭”、
晚餐“豆角烧茄子、香菇肉片、鸡蛋炸馒头片”……

一日三餐的背后，倾注了李少云的用心和汗
水。翻看9天的菜单，每顿不仅荤素搭配，营养均
衡，而且并不重样，有米饭、面食，可以满足南北方游
客的口味差异。李少云说：“希望这些不同样式的菜
品，能够成为一种小惊喜，缓解旅客们焦急、不安的
情绪。”

肖兰燕
暖心更暖胃的好房东

“你安安心心地住在这里，我们会想办法找到东
西给你吃；你住我们的房子，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
有得吃，不可能让你饿肚子……”日前，一则“三亚好
房东用竹竿为租客送食材”的短视频在多个社交平
台走红。

视频中，一名房东阿姨站在自家3楼的阳台上，将
打包好的肉和蔬菜，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送到4楼的租
户手中，房东几句简单暖心的话语感动了不少网友。

视频拍摄者陈文瑾是三亚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的一名工作人员，视频的主角，是陈文瑾的房东肖兰
燕。今年58岁的肖兰燕是三亚市吉阳区南新居的
一名退休职工，家中租住了四五户房客。

陈文瑾回忆，8月5日下班后她就被封控在家，
平时没有做饭习惯的她，每日就靠方便面和火腿肠
充饥。“后来，楼里有确诊病例，8月11日晚整栋楼
每间房都被贴上封条。”这让没有提前囤货的陈文瑾
措手不及。

得知陈文瑾的“窘境”后，肖兰燕决定从家中拿
出食物为她送去，于是便出现了视频里的那一幕。

得知自己“火”了，肖兰燕感到十分意外：“这只是
举手之劳，疫情无情人有情，大家要齐心渡难关。”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