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见习记者 苏杰德 记者 曾毓慧

8月20日8时，四川援琼疫情处
置队流调小组队员甘建雪点开加密文
件，扫了一眼编号“20-8”的信息：新
增社区感染者，猛地坐直起来。此前，
乐东黎族自治县疫情已趋于平稳，新
增病例明显减少，已增的案例基本有
源可查、有迹可循。

“20-8”号感染者的出现，并不在
甘建雪的预计范围内。他知道，这个
病例的突然出现，可能会影响乐东社
会面清零的进展。

“您好，我是乐东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流调工作人员，您的核酸检测结

果呈阳性，需要了解您的一些信息，请
您配合。”电脑显示器前，一名流调队
员查看了“20-8”号病例的基本信息
后，拨打了电话。

甘建雪说，通过电话流调与大数
据信息多次比对、核实后，及时将病
例行动轨迹等信息汇总，从而制作成
个案信息表、风险点位表和密接、次
密接一览表。人和地点信息是流调
关注的重点，也是后期制作流调报告
的“骨架”。

当天下午，在甘建雪提议下，流
调组进行了集中研讨。公共卫生专
家给他们提议，要去现场仔细了解感
染者小区和相关风险场所的设施布

局、面积、人员活动情况等信息，以及
涉事单位人员、管理运营等状况，从
而为疫情发展趋势研判提供更扎实
的材料。

实际上，电话流调只是第一步，
现场走访能够实时准确评估场所的
风险情况、掌握风险地区管控等情
况，比如相关场所是否第一时间进行
管控、消杀和采样，密接者是否已经
转运等。

原本，甘建雪他们手头还有其他
流调工作要进行，计划次日一早去现
场。然而，随着“20-8”号病例的邻居
当天核酸检测结果也呈阳性，队员们
坐不住了。

凌晨1时多，10名流调队员驱车
近1个小时直奔感染者所在乡镇。队
员们分头行动，有人去阳性病例住宅，
有人去病例去过的小卖部，有人则去
病例的工作单位。通过走访，队员们
发现了存在的风险。

调查完成已是凌晨四五时。队员
们将各自的信息汇总，回到县城立刻
撰写报告。乐东有关部门获得反馈
后，迅速采取措施，对相关人员进行转
移处理。

次日8时多，这一场24小时“追
病毒”之战，暂告一段落。队员们稍微
休整，继续回到工位“追阳断链”。

（本报抱由8月22日电）

8月22日下午，儋州市那大镇西干管区组织医务人员，到荔园春小区挨家挨户做核酸采样。据了
解，根据那大镇城区的实际情况，儋州市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将部分区域由原来的集中采样改为上门采
样，既方便群众，又减少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核酸上门采 便民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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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流调报告的背后
——儋州“追阳”先锋队不舍昼夜拔点攻坚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8月22日，一辆辆核酸采集样本
转运车从万宁各相关采样乡镇急驶送
往万城“凯旋号”气膜核酸检测实验
室，这个气膜实验室由辽宁援琼医疗
队援建，承担着万宁市每天八九成的
核酸检测任务量。如果采取十混一的
采集方式，一天可以完成六七十万人
的核酸检测任务。

“目前，我们援琼团队131人保证
气膜实验室24小时运行。随着万宁
核酸采集样本转运速度的加快，核酸
检测出结果的时间也不断提速，原来
每天14时出检测结果，现在提前至每

天12时，昨天还提前至11时。”8月
22日，辽宁援琼核酸检测领队杨智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为了提升“追阳”效
率，万宁市不断地强化管理、优化流
程，加快标本运抵检测室的速度。万
宁市优先安排高风险地区采集样本，
提前服务采样时间，在各镇区设置样
本中转站，再由中转站每小时一次集
中用车转送至实验室，有效提高送检
效率，同时明确严格落实分批次转送、
检测时间。据悉，万宁全市调动了100
多辆车每天往返运送核酸检测样本。

“今天早上7时30分不到，第一
辆采集样本转运车就送达实验室了。

检测结果11时就上传了，万宁‘追阳’
速度也会加快。”杨智说。

在“凯旋号”气膜核酸检测实验
室内，记者站在入口往里看，两组6
个气膜仓内，工作人员穿着三级防护
服在紧张地忙碌着。“三班倒，每班8
小时，有60个人同时在气膜仓里工
作，工作人员最长要在气膜仓里呆上
12小时。”

记者了解到，检测最辛苦的环节
是提取区。在密闭的气膜仓里，实验
室人员要右手不停地加样、提取、点
样、扩增，反复重复这套动作。一天
数十万管的检测量，十几天下来，实
验室人员的手腕都肿痛了。最关键

的环节则是扩增区，要在这一环节快
速把“阳性”检测出来，最考验技术。

“通过提升各个环节的衔接效率，目
前，实验室的流程缩短了三四个小
时，每天凌晨两三点便可以结束一天
的检测。”杨智说。

记者还了解到，为保障万宁“凯旋
号”气膜实验室高效安全完成样本检
测，万宁市人民医院派驻28人支援实
验室前端的拆包、上架和扫码工作，18
人参与实验室外围环境卫生和医疗废
物消杀、打包工作，8人负责试剂盒的拆
包，保障实验及时顺利进行，12人负责
气膜标本接收、分类、统计和入仓交接
工作等。 （本报万城8月22日电）

万宁提升“追阳”效率，加快样本转运速度

接收样本最快3.5小时出具结果

万宁北大村抗疫有招

无人机空中“喊话”
微信接龙报需求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文贝

“在家注意开窗通风，如有发热等症状请立
即报告……”近日，在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的上
空，无人机环绕飞行，疫情防控政策的播音自上
而下响彻全村，村口外的无人机监测器里显示着
村庄全貌，高科技的加入大幅提高了疫情防控工
作效率。

8月12日，北大镇北大村被列为高风险区，
北大镇迅速成立工作专班，实行“区域封闭、足不
出户”政策，建立“三级包保”制度，由市干部包乡
镇、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加强联防联控，对
北大村实行全面封控，开启“战疫”新战场。

8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北大村村委会办
公室看到，双层床铺被错开摆放，这是抗疫工作人
员晚上休息的地方。“所有在北大村抗疫的镇干
部、村干部、志愿者都不能回家，只能在村委会办
公室住。”驻扎北大村靠前指挥的北大镇镇长吉兴
导介绍，北大村每日上午由6组医护人员分别上
门给群众做核酸采样，每隔一小时有专人将采样
样本送至村防疫卡口，交由样本转运车辆运送至
集中地点放置。

北大村支部书记助理张龙龙每天实时更新全
村的核酸采样数据，根据镇里反馈的疑似当天未
采样人员名单，通过后台核实，如果遗漏，便及时
通知医护人员上门采样，确保核酸采样“不漏一
人”。“我也会在卡口执勤，对出入卡口的运输车辆
进行消毒。”张龙龙说，村防疫卡口安排人员每天
24小时4班倒值守，除了运输车辆，其他人员一
律不能进出，确保封控到位。

“我们以村小组为单位，每天上、下午让群众
在微信群里进行‘健康接龙’。”吉兴导说，除了
每天早上有医护人员上门监测群众的健康状况
外，北大村还让村民自行监测健康状况，每天两
次在群里回复是否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如有
异常，医护人员将第一时间上门给予帮助。同
时，还给每户家庭分发消毒水，普通家庭每日自
行消杀，确诊病例、密接家庭和公共场所则由专
人定时消毒。

“还有没有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每天早
上，北大镇工作人员符后平便拿着喇叭在村里巡
逻，北大村建立全天候动态巡逻机制，5组巡逻小
队固定路线，督促群众落实“足不出户”，询问慢性
病患者是否需要买药，帮助群众解决难题，让群众
在封控期间也能享受暖心服务。

吉兴导介绍，北大镇利用“套餐制”保供配送
方案保障北大村全体群众的物资供应，效果不错，

“我们每天在微信群发‘保供菜单’，收集群众需
求，再报到镇里统一购买，物资送达村防疫卡口
后，由村民小组长负责将物资分配并送至群众家
门口，实现全程无接触式配送。”

（本报万城8月22日电）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7：39，接到流调任务，立刻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对初筛阳性病例进行
电话流调；

8：30，填报病例核心信息表，联
动多部门调查其家庭成员信息及活动
轨迹；

9：30，出具初次流调报告；
14：30，交上完整流调报告。
这是湖南援琼医疗队流调二队流

调员高纯，在8月21日，争分夺秒完
成的一次流调任务简要时间线。

在儋州抗疫一线，拥有27名资深
流调专家的湖南援琼医疗队流调二
队，是一支“追阳”先锋队，24小时坚
守，流调溯源，不舍昼夜，当好与时间
赛跑的疫情“侦察兵”。

“和病毒较量，必须以快制快。”8
月22日上午，在驻地酒店，高纯和队

友一起在“复盘”这次她最新经手完成
的流调经历时，坚定地说。

回顾该次流调记录，患者家住那
大镇先锋社区，高纯接到指令后，第一
时间拨通患者电话。在以最快速度完
成对个人基本信息、临床表现及实验
室检测信息核查后，她快速切入关键
的流行病学信息调查——

“是否接触过感染者”
“前7天去过哪些地方”
“到访哪些场所，乘坐哪些交通工

具”
“请再回忆下，前2天去过哪些密

闭空间”
……
经过细致的电话流调，高纯仅用

51分钟，就完成首次流调核心信息
表，并第一时间向儋州市流调溯源专
班信息组汇报，启动公安、公共卫生、
工信“三公（工）”协同工作机制，立刻

联系公安、工信部门详细调查病例家
庭成员信息及活动轨迹。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发现病
例8月13日至8月20日除参加采样
外，其余时间均居家未出，也无人来
访。”高纯说，该病例住在高风险区，处
于严格管控范围。密切接触者3人，
为同住的丈夫、儿子、女儿。

除了电话流调外，高纯和队友们
还经常需要与病例面对面地交流、现
场环境考察来补充和确认重要信息。
他们变身“大白”，实地勘察病例的行
动轨迹，联系访谈相关人员，最大程度
进行“情景再现”，提升流调信息的精
准度。

“寻找与传染源、传播途径有关
的蛛丝马迹，并梳理出一个清晰的传
播链，为判定密切接触者、采取隔离
措施以及划定风险区等级等提供依
据。”湖南援琼医疗队流调二队领队

曾希鹏说，结合病例情况，流调队员
会为下一步的防控政策提供针对性
意见和建议。

针对儋州本地流调队经验不足等
问题，曾希鹏和同事主动承担起“指导
员”的职责，耐心、细致指导如何快速、
高效进行电话流调，如何全面、准确判
定风险人群和风险场所等，还深入现
场，实地指导排查风险点位、划定风险
区域，有效提高流调队的综合能力，同
心抗疫，加快拔点攻坚。

以快制快，昼夜坚守。曾希鹏介
绍，截至8月22日，湖南援琼医疗队
流调二队已累计流调92人，判定密
接358人，审核流调报告190份，指
导填报流调核心信息表78份，深入
疫情现场排查风险点位55个，与时
间赛跑，为儋州早日战胜疫情不懈努
力。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

乐东这群人彻夜“追阳”——

流调快一秒 风险少一分

东方将精细化网格地图用于疫情防控

这张“防疫地图”真不错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通讯员 刘一帆

实有房屋、实有人口、实有单位……8月22
日，走进东方市八所镇永安社区居委会办公室，海
南日报记者看到了一张在墙上显示的八所镇永安
社区电子网格图。

放大后，可以清晰地看见每户居民的房屋编
号、每条社区道路和小巷，以及各标志性建筑物
等。“在疫情防控期间，如果需要找人，这张网格图
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八所镇永安社区网格长窦
丹纬说，通过网格图找到居民房屋编号，再根据人
员信息附件数据表，定位找到户主，便可以查看到
户主基本情况，点击表上户主的名字，还能了解其
家庭成员的信息和结构。

东方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中心主任吴淑
龙介绍，原本用于社会综合治理的网格图，此次在
市里部署下，用于各片区开展疫情防控，“最大的
特点就是，能快速精准地找人、找地址，方便不熟
悉路况的医疗队员和志愿者等人，上门核酸采样，
提供物资配送。”

家住永安社区永安新村的郭其英老人今年
90岁，出行不便。疫情防控期间，永安社区网格
员以及医疗人员根据网格图的精准定位，主动上
门为老人开展核酸采样。“我母亲90岁高龄了，不
方便外出。医护人员很暖心，上门采样，谢谢他
们。”郭其英的女儿吉菊兰说。

同样住在永安新村的居民唐婷，已怀孕6月
有余，不便外出。网格员借助网格图，很快找到了
唐婷的住址，让她足不出户便接受了核酸采样。

“我是孕妇，不方便出去。感谢工作人员提供了上
门服务。”唐婷说。

“通过这个网格图，不仅能精准找到行动不
便的特殊人群，为他们提供服务或帮助，还能确
定密接和次密接人员的具体位置，方便及时有
效管控。”东方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中心网
格员李德娴说，同时针对高风险地区，也可以根
据网格图上清晰的区位，采取有效的物理隔离
措施。

同时，网格图为更好地开展网格化管理提供
了便利。疫情期间，为加强永安社区管控，东方派
出该市乡村振兴局等7家责任单位来负责管理社
区。“在这个网格图的基础上，我们更好地根据实
际情况划定具体的责任网格，从而更好地开展管
控。”东方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文明虹说。

（本报八所8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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