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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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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海南志愿者并肩作战
■ 叶辉

我来自湖南省儿童医院，作为湖南援琼医疗队省直
分队的一员，不知不觉间我来三亚已有19天了。每天，
我们穿梭在三亚的大街小巷进行核酸采集工作。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不仅有无数医务人员奋斗在一
线，还有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投身其中。在此期
间，我和志愿者信息采集员“郑哥”结下了深厚情谊。

郑哥全名郑永秋，是海南省直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
生于1992年的郑哥，其实比我小，但我还是习惯性称呼
他为“郑哥”。海南疫情发生后，郑哥义无反顾地投身抗
疫一线，成为了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和郑哥相识是在
海坡安置小区，我负责核酸采集工作，而郑哥负责信息录
入，我们俩相互击掌打招呼，彼此给对方打气加油。

我和郑哥搭档的第一天就负责18层楼的安置小
区采样，每层楼有八九户人家。小区都是挨家挨户单
人单管，采集员和信息录入员需要默契配合。郑哥通
过细心观察，有时候甚至不需要语言，他就能知道我下
一步要做什么，他会在我想要采集刷子时及时递给我，
在我采集完一位居民核酸需要消毒双手时马上为我喷
洒酒精，有时在我快采集完核酸时，郑哥已经为下一个
录入信息做准备了。

我们的默契是在一起奋战中形成的。以星火之名燃
青春之光，是我们共同的承诺。现在我和郑哥是战友，疫
情之后我们将回归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发光发热。

（讲述时间：2022.8.24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李奇 整理）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新的摄像头到了，进入隔离区安
装时，一定要确保人员全程做好个人
防护。”8月25日上午11时许，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一集中隔离点酒店，点位
长高鹏飞叮嘱“带路”的志愿者。他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针对督导检查意见，
该隔离点立行立改，将在两个隔离区
的重点区域新增4个摄像头，并直接
接入隔离点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
办公室，加大监控力度。

在隔离点的管控工作中，视频监
控系统是筑牢抗疫防线的“火眼金
睛”。走进酒店监控室，两名安保人
员紧盯着大屏上的100余个实时监
控画面，它们全方位覆盖了隔离人员
所在的楼层过道。

“如果观测到有隔离人员违规
外出走动等情况，安保人员会立刻
截屏发到隔离人员管理群内进行公
开警告。”高鹏飞透露，除此之外，工
作人员也会定时巡逻，并检查每间
隔离客房的插花式封条；同时整个
酒店外围共4个卡口也安排了专人
全天候值守，严守出入口。

8月22日凌晨，在前一天送走陵
水解除隔离人员，并按照防疫规定完
成全套消杀工作后，该隔离点又接收
了284名来自三亚的隔离人员。

同日，根据陵水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工作部署，为健全隔离点位管理体
系，该酒店隔离点成立了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指挥长）负责统一领导和指
挥工作，两位副组长（双点位长）做好
隔离点的统筹协调和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7个分工明确的工作小组。
隔离不隔爱，在落实严格有效

管控措施的同时，该隔离点用心用
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作为隔离点
的“生活大管家”，后勤保障组组长
吴丰带领66名工作人员，负责隔离
对象和工作人员的生活保障，以及
隔离点的物资保障。

在隔离人员的一周菜单上，记者
看到，这里一日三餐种类丰富，营养均
衡，午餐和晚餐每顿均配备两荤一素
一汤和一份水果。酒店严格按照标准
的“三区两通道”进行隔断分区，餐食
由工作人员运送到缓冲区，再由隔离
区的人员接手，逐一送至隔离客房门
口，实现无接触取餐，防止交叉感染。

为了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服务，
志愿者每日都会通过微信群收集人员

需求，提供点对点服务。“有一名隔离
人员是糖尿病患者，所带的胰岛素药
物需要冷藏保存，得知此事后，我们立
刻为他安排了一个冰箱，解决了这一
问题。”吴丰说，隔离人员若有需要，也
可以直接拨打前台或工作组电话。

尽管流动受到阻隔，但隔离区人员
的互助“连心桥”始终存在。近日，该隔
离点成立了党员联络群，工作人员和隔
离人员当中的党员积极加入，线上开展
活动，共同学习防疫知识和政策。

“我们这有一名77岁老人是自己
一个人来隔离的，他不免有些担忧。
党员联络群便自发为他录制了鼓励视
频，老人感到很暖心。”在高鹏飞看来，
隔离点不仅是抗疫阵地，也能构筑起

“温暖港湾”。
（本报椰林8月25日电）

防疫消杀不留死角
8月24日，儋州市新州镇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英均村王木塘村民小组封控区的深巷小道，开展防疫消杀工

作。当日，英均村从高风险区调整为中风险区。据悉，连日来，儋州从严从细落实“十字”封条、常态化巡查等社区和村
庄的各项管控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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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点攻坚，力争早日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见习记者 苏杰德

“雨天下半夜有点凉，今天能让人
加送一床被子吗”“晚上会有蚊子，帮
忙找找还有没有蚊香”……8月25日
清晨5时许，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
一依托学校学生宿舍改建的隔离点，
睡眼朦胧的该校副校长兼“点长”黄家
生接到了隔离人员的电话，当即想办
法解决隔离人员的需求。

从小孩爱吃稀饭，到糖尿病患者
饭菜尽量清淡……这些看似琐碎的起
居需求，年过五旬且党龄已达30年的
黄家生总能尽心尽力地协调各方人手
办妥。“不管是不是隔离点住宿的‘标

配’，只要是居住人员提出的要求合情
合理，我们都会尽快想方设法做到。”

万冲镇委书记王宜浩说，客观而
言，由学校宿舍临时改建而成的隔离
点，会存在一些不足，但必须保证封控
安全、管理规范，同时不断提升服务保
障水平。

该隔离点目前居住着59名密接
人员，配有2名医护、2名安保，6名后
勤负责消杀、垃圾收集及动态监测等，
黄家生等3人负责“外头”各项事宜。

“由于少部分人员平时很少住酒店，
对于如何使用电视、淋浴喷头等都需要
有人辅助‘教学’。”在乐东抱由镇一酒店
隔离点“点长”谢远看来，“点长”首先要
是一名耐心、细心的服务者。他所在的

隔离点已投入使用近两周，先后接待了
两批隔离人员，服务总人数过百。

尽管用学校宿舍、酒店改建的隔
离点，设施条件有限，人员水平不一，
但重要的是，隔离点能够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做到越来越规范。

“要注意工作人员个人防护，被污
染的防护服和口罩必须在一脱、二脱间
规范脱卸，特别是阳性病例房间终末消
毒，要做好……”不久前，四川援琼卫生
监督队队长彭宇带队来到谢远所在的
隔离点检查。谢远拿着本子把这些问
题一一记录，立刻着手进行整改。

彭宇和他的队员都奔波在各个隔
离点之间。他发现，做得好的隔离点，
都坚持“立行立改”，及时将风险扼杀

在萌芽状态。“所有隔离点工作人员须
执行岗前规范化培训和岗中提升培
训，培训内容包括具体操作、消毒、急
救以及相互协作机制等。还要加强隔
离人员管控、环境消毒、医疗废物处置
等环节的整改。”

“一定要保证闭环管理。”乐东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有关负责人提出，
围绕当下全县不同的隔离点管控现
状，尤其需要强化巡查力度，监督与指
导并重，及时反馈落实整改。外部监
督一旦提出有效建议或是发现隐患问
题，内部就应第一时间主动整改到位，
才能第一时间消除各种安全隐患，确
保隔离点管理更规范、更安全。

（本报抱由8月25日电）

乐东疫情防控隔离点管理补短板、抓安全

精心防控 贴心服务

■ 魏燕

在三亚市吉阳区月川社区，一支由20
人组成的“党员跑腿小分队”把居民购买
的生活物资一件件送上门；在临高县疫情
防控集中隔离点，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选
派11名干部充当“楼长”“层长”，为隔离人
员提供服务……连日来，海南各地组织党
员干部下沉抗疫一线，部署精准防控工
作，为群众提供细致暖心的服务。

当前，海南疫情防控已经到了冲刺
阶段。越是关键时期，越需要一鼓作
气、乘势而上，越需要更多的党员干部
和志愿者积极主动下沉一线，挺进疫情
防控最前沿，当好社区守护员、群众服
务员，和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战在
一起，团结一心，共同抗疫，凝聚起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

挺进最前沿，扎扎实实干在一线。
防控最前沿，社区是主战场，街巷是主
战位，广大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必须勇于
担当，冲锋在前，下沉到疫情防控任务
最繁重、最艰巨的地方去，带头进入高

风险区，让防控工作人员动起来，进而
让居民静下来，真正做到安心在家、足
不出户。要善于总结发现问题，积极创
新工作方法，认真吸纳基层实践经验和
有效办法，坚持举一反三，不断补齐短
板，让各项防控措施精准到位，落到实
处，更有实效。

挺进主战场，真诚贴心服务群众。
疫情防控最前沿的地区，也是群众困难
最多、需求最多的地区。广大党员干部
和志愿者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
平，满腔热情做好群众工作，多从普通
群众的视角来考虑问题，从基层的反映

和群众的呼声中发现问题，及时回应群
众诉求，全心全意做好物资派送、送医
用药、垃圾清运等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
关键小事，用高效、贴心的行动来服务
群众，以高水平服务推动高水平管理。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越是艰
苦环境，越能淬炼作风。在海南疫情防
控最关键的时刻，广大党员干部应更加
积极行动起来，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坚决
的态度冲锋在最前沿，扎扎实实做好一
线抗疫工作，把温暖和温情带给群众，汇
聚起共同抗疫的强大力量和信心，一鼓
作气夺取疫情防控的最后胜利。

挺进最前沿 当好服务员
海南观察

陵水一集中隔离点扎实落实管控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守住抗疫阵地 构筑“温暖港湾”

万宁滞留游客就地转为志愿者

“希望为海南抗疫出份力”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该出发了！大家抓紧！”近日，听闻门口传来的
召唤声，刚刚吃上午餐的万宁市志愿者栗建锋，匆忙往
嘴里扒了几口米饭，就赶紧放下了碗筷。

穿好防护服，检查好防护设备，10分钟后，栗建锋
便出现在志愿者的队伍中。当天，他与多名志愿者一
起进入万宁兴隆一隔离点，为隔离人员提供服务保障。

这并不是栗建锋第一次参与抗疫志愿服务。本轮
疫情发生后，作为滞留游客的他，就地转为一名志愿
者，多次协助万宁政府部门为爱心企业转送物资。

“我们在酒店里待了十几天，后来实在坐不住了。”
栗建锋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是一名退役军人。今
年8月2日，他与同伴一同到万宁旅游，因疫情影响滞
留万宁，8月14日，他恰好在网上看到万宁市旅文局
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二话不说便报了名。

在志愿者团队中，栗建锋有时是身强力壮的搬运
工，有时又化身为与企业对接的联络员。看到团队里
缺乏会开卡车的司机，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为了及时向防疫一线运送物资，栗建锋一直与队
友奔波在万宁各地。“因为成为一名志愿者，我渐渐熟
悉了万宁的大街小巷，也看到了许多动人的抗疫故
事。”在栗建锋看来，这一点一滴珍贵的记忆，都将成为
万宁留给自己的最美记忆。

听闻隔离区里缺少支援人手，8月19日，这个勇
敢的小伙又一次站了出来。经过基础防护培训后，20
日，他与多名志愿者投身防疫一线。

“进了隔离区，就得等到解封后才能出来了。”栗建
锋笑着说，相比于早日回家，他更希望自己能为海南抗
击疫情出一份力。 （本报万城8月26日电）

省人社厅志愿者奋战“疫”线
为社区群众做好服务

守望相助的“双向奔赴”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稳稳地站立，身旁是一颗鲜艳
的红心，上面是一笔一画的铅笔字：“大白你们辛苦了！
中国加油、海南加油、三亚加油！”这是三亚市天涯区回
辉社区两名小朋友送给省人社厅青年志愿者的漫画。

“我们要好好珍藏小朋友送的漫画，这体现了干群
同心、守望相助的‘双向奔赴’！”近日，省人社厅青年志
愿者陈道莹、李京赟收到漫画，两人十分感动。

8月7日以来，省人社厅8名青年志愿者一直坚守
在回辉社区，承担着人员信息采集、物资保障、维持秩
序、测温消毒等任务。志愿者们每天凌晨5时30分起
床，6时开始工作，到夜幕四合才回驻地。

烈日下，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们连续坚持5个小
时，贴身衣服能拧出水；风雨中，志愿者们上门采集信
息，确保负责的点位“应检尽检，不漏一人”。

志愿者们为回辉社区居民提供贴心服务，居民们
看在眼里。大家除了积极配合疫情防控，还以独特的
方式传递着爱和温暖。

面对高温酷暑，社区居民给志愿者们送上冰镇饮
料、新鲜水果；得知志愿者们需要步行半小时才能从点
位抵达酒店，一名骑着电动三轮车的小伙子主动送他
们返回；为了志愿者们的健康安全，一位姑娘捐赠了一
大袋护目镜、防护服等防护装备……

“志愿服务得到当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加增强
了我们继续奋斗的动力。”志愿者吴敏说。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