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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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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日记

集中隔离生活即将结束
8月25日 海南三亚 大雨
今天是我被隔离的第5天。根据“5+5”的隔

离措施，今天我就可以解除集中隔离，回到家中开
始居家隔离观察。

早上醒来，看到窗外大雨滂沱，心中感慨万
分。我们还可以窝在被窝里睡觉，可是隔离点工
作人员和“大白”却早已在雨中不停地忙碌，转运
物品、配送餐食。

为了能够尽早地安排我们回家，工作人员一
一打电话确认我们的居住地点，统计我们的信息，
联系社区安排转运。昨晚深夜12点开始，“大白”
就挨个上门来做核酸采样，一直忙到很晚。等待
结果出来，如果全是阴性，很快就可以安排我们回
家了。

隔离的这几天我看到工作人员都非常辛
苦，日夜忙碌，为我们细心准备花样伙食。隔离
人员群里还有人表示这是“最按时吃饭”的隔离
点，对我们的合理需求都尽量有求必应，对老人
和小孩都特别关照，“大白”还为有病痛的居民
求医问药，微信群里的隔离人员也都纷纷表示
了感谢。

我开始收拾行李，才发现自己带的许多生活
物品都没有用上，因为很多物品隔离点都配好
了。归家的心情激动而复杂，等待通知，做好随时
出发的准备。此时，我发现社区微信群里热心的
居民担任起了团购团长，群里又开始了接龙，为我
们统一采买蔬菜、肉类、酒精等生活物品。

虽然隔离的生活单调，但这个特别的体验让
人难忘。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总有一群人在默默
地无私奉献着，无论是“大白”还是隔离点工作人
员，或许很多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很
多温暖的细节我们都会铭记于心。

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相信一切都会雨过天
晴，再见大家灿烂的笑容！

南海网三亚分公司钟沁玲 口述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记者 刘

子榕 整理）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各小组负责人注意，有新通知，大
家做好准备，马上各就各位。”8月24日
下午4时许，三亚天涯区某集中隔离点

“点长”蒋跃文接到通知，半小时后将有
一批新的隔离人员入住。

5分钟后，信息联络组的人员开始
对隔离人员名单的人群结构进行梳理
分析，对孕妇、老人、幼儿等人群进行标
注，随后上报至“点长”。集中隔离点门
口，转运组的人员已穿着防护服在等
待，他们要将房卡、告知书等物件交给
隔离人员，并仔细叮嘱需要注意的事
项。之后，隔离人员将入住到经防控消

杀组消杀处理过的房间，等待健康观
察组成员上门核酸采样，这一切，都被
安全保卫组成员尽收眼底。

“经过几天的磨合，大家越来越默
契，配合也更紧密了。”蒋跃文既是“点
长”，也是该集中隔离点临时党支部的
副书记，他说，临时党支部的成立，让大
家拧成一股绳，凝聚了力量。

蒋跃文记得，刚来报到时，他和另
一位“点长”发现，在集中隔离点参与疫
情防控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如何快速
让大家消除陌生感、高效地投入工作，
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经过慎重
考虑，该集中隔离点成立了由天涯区党

员干部、医疗人员、志愿者等7名党员
组成的临时党支部，细分7个工作小
组，由党员担任组长，各工作组形成合
力，主动靠前、迎难而上。

“我脖子扭伤了，现在头很晕，呼吸
困难。”11日，前台值班人员接到求助电
话，隔离人员有脊椎病病史，情况较严
重，必须尽快诊治病情，然而，这也意味
着前去的医护必须进入隔离人员的房
间，存在一定的风险。

“身为党员，我应该起带头作用，为
其他人员做表率。”听闻消息后，健康观
察组的组长吕磊第一时间穿上防护服，
主动请缨带领医生进入隔离人员房间，
进行一对一诊治，随后又为其配送相关

药品，从问诊到拿药，用时不足1小时。
封闭管理下，临时党支部通过搭建

微信群、设置热线电话的方式倾听需
求，涉及转码、外出就医、生活物资配
送、查询核酸结果等求助信息，由党支
部协调信息员、医务人员、志愿者第一
时间线下解决，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
振，推动隔离点有序运转。

蒋跃文笑着说，有不少隔离人员邀
请他们，等到疫情结束后，要杀鸡给隔
离点的工作人员吃，“这对我们是鼓励
也是激励，我们还要继续以临时党支部
为阵地，凝聚‘红色力量’，做好我们的
工作。”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

三亚一集中隔离点成立临时党支部筑牢“红色堡垒”

临时党支部 担当不“临时”

三亚：

围绕高风险区社区管控等
问题开展督查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记者李艳玫）8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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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场新闻发布会获悉，
该市建立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反馈问题、解决
问题工作机制，重点围绕高风险区社区管控、隔离
点管理等问题开展督查。

据介绍，三亚四套班子领导全部下沉一线，住
进重点社区现场指挥，冲锋在前、干在一线，带头
进入高风险区，在抗疫一线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从严从实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尽早截断
病毒传播途径。聚焦高风险区主战场，该市统筹
调配海棠区、崖州区、育才生态区等低风险区人力
物力资源支持主城区高风险区的防控工作。

三亚加快患者入院诊断速度，坚持中西医结
合治疗，不断提高病例治愈率，尽快腾出更多床
位。落实“5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5天居家隔离
观察”政策，提升各环节工作质量和效率，达到解
除集中隔离条件的全部返回原社区继续管理，进
一步提高隔离房源周转效率，尽力实现资源正向
平衡。同时，持续加强集中隔离和康复出院人员
返回社区的后续管理工作，坚持严管防控不放松，
严格落实“5+5”政策。

该市继续统筹市、区力量，建立了430多人队
伍负责各社区和病例家庭消毒工作，引进广东、海
口等地专业消毒人员500多人，专门负责隔离点
的消毒工作，为隔离点资源快速周转提供保障。

三亚在方舱医院
开设图书角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记者徐慧玲 李艳玫）
8月25日，由三亚市图书馆支持搭建的“方舱图
书角”在三亚第四方舱医院正式启用。

据了解，三亚第四方舱医院内设有1178张床
位，收治的主要是轻症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其中
14岁以下儿童收治占比超过20%。为满足方舱
医院患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隔离生活，缓解心
理压力，三亚市图书馆精心挑选了少儿绘本、儿童
读物、经典名著、科普教育、心理健康等各类书籍
200册，经过分拣、打包、消杀后，这批图书很快就
送到第四方舱医院。

此前三亚市图书馆已分批向三亚第三方舱医
院送去300册图书。“8月21日，我们在收到第三
方舱医院发出的捐赠倡议后，第一时间联系对接
送书事宜，在驻点单位三亚市政协的积极协调下，
顺利完成图书进方舱的工作，设立了首个‘方舱图
书角’。”三亚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三
亚市图书馆“图书进方舱”活动还将持续开展，每
个“方舱图书角”配置各类图书不少于200册，并
及时更新数字资源服务。

此次疫情期间，三亚启动“同心抗疫 阅见
美好”系列活动，开设“图书进方舱”“网上图书
馆”“我荐你读”“阅与分享”等主题活动。此次
三亚市图书馆设立的“方舱图书角”，在送去图
书和数字资源同时，也鼓励患者们线上线下参
与主题活动，通过阅读经典书籍充实内心，缓解
焦虑情绪。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徐慧玲

48台警用无人机飞进24个重点涉
疫社区（村），空中喊话、巡逻巡查，及时
发现并解决问题，堵塞漏洞；一辆改装
的消防消杀车上阵，9个喷洒头可持续
喷洒30分钟，提升消杀速度；一个涵盖
98家酒店8606名滞留旅客信息的数据
库，助力游客返程……

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三亚协
调各方力量，调动多方积极性，让创新
的源泉充分涌流，借科技力量找对症

“方子”，优化防疫举措，加快实现高质
量社会面清零。

“无人机+视频”全方位巡查

“按照疫情防控规定：重点地区要
实行居家隔离、足不出户、上门服务的
政策，如有违反，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
处理。”8月24日，在月川社区，一架无
人机正在空中盘旋。同时，在三亚市疫
情防控社会管控组指挥部的指挥大屏
上，无人机拍摄画面，实时呈现。

当前，三亚正对24个重点涉疫社

区（村）开展攻坚拔寨行动。该市结合
实际，创新形式，组建警用无人机巡控
组，48架无人机飞入24个重点涉疫社
区（村），开展巡逻巡查和防疫宣传劝
导，并将社区内2088路视监控全部整
合接入指挥部，构筑“空中+地面”全方
位、立体化疫情防控网。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一支队
特警大队副大队长王俊博是一名无人
机操作手，他说：“根据省公安厅安排，
海岸警察总队带来24架警用无人机参
与三亚疫情防控工作。无人机上搭载
了摄像头和喊话器，移动速度快、覆盖
面广，既缓解了警力紧张，又降低了感
染风险，保障勤务安全。”

目前，无人机高空巡查成为疫情防
控的常见手段之一。无人机可以每天多
次巡查各个社区、村庄以及重要交通要
道，对未佩戴口罩、违规聚集的市民进行

“喊话”，劝导市民安心在家配合疫情防
控，有效减少人员接触感染的风险。

改装消杀车效率高

9个喷洒头同时启动可持续喷洒约
30分钟、多点喷射、全方位覆盖……近
日，三亚市崖州区街头，一辆经过改装
的消防消杀车格外显眼，这是三亚在开
展消杀工作的一个“得力助手”。

作为三亚首辆改装的消防消杀车
辆，经过多次路面消杀、对比参数、调配
消毒液比例等测试，均已达到预期效
果。目前这台科技感十足的“消杀神
器”已经正式上岗，在街道开展消杀。

全面做好消毒消杀工作是疫情防
控全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专业消杀队员
人手紧张，如何做到全区全域消杀不留
死角？三亚积极创新，利用科技赋能消
杀工作，与人工手动消杀形成互补，筑
牢疫情防控屏障。

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崖州大队崖
城消防站站长陆昌辉说，经过改装消杀
车消杀覆盖面积大，效率较高，活动性
较强。

“这个新消杀设备装置，由皮卡车、
给水箱、高压机动泵、软管、喷头等设备
组成。”陆昌辉说，车上有一个可容纳
1000升泡沫箱，800升消毒液可消杀面
积约2万平方米，车辆以每小时6公里
的配速行驶，同时开启9个喷洒头，可
持续喷洒约30分钟，为消杀人员减轻
负担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消杀速度。

为确保环境消杀全方位覆盖，车辆
无法覆盖的区域，消防救援工作人员就
会变身“消杀卫士”，用背负式消杀喷雾
器进行人工补充喷洒。

“消杀作业和出警一样，都是应急任
务，我们人员、车辆、设备，24小时待
命。”国家水域救援三亚大队消防员李磊
说，消杀过程要严格按照消毒标准执行，
这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从楼道、
单元门、入户门到照明开关、步梯扶手、
垃圾桶等，确保角角落落都消杀到位。

大数据助力游客返程

在此次三亚滞留游客转运工作中，
摸清各酒店滞留游客底数，是决定转运工

作能否安全流畅，滞留游客完整撤离以及
后续征用隔离酒店等各项工作的关键。

海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密码
学院）教师张殿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等单位的志愿者组成三亚湾滞留游客
返程转运及出岛通道保障工作指挥部
数据组，利用大数据专业知识、数据管
理工作经验，协助指挥部迅速重建一套
有效的滞留游客数据报送与匹配体系。

“我们摸排三亚湾98家酒店，建立
8606名滞留旅客基础数据信息库，协助
三亚市政府快速研判滞留旅客居住分布
及目的地分布情况，为快速安排航班、转
运滞留旅客提供精准信息支撑。”张殿说。

张殿说：“数据组迅速与三亚公交集
团、三亚旅文集团等部门建立数据闭环，
打通酒店、车队、航司和机场之间的数据
同步渠道，大大提高滞留游客安全有序
转运、离岛的工作效率。自8月14日以
来，数据组志愿者协助三亚湾滞留游客
指挥中心顺利转运旅客8100余人。”

这是大数据在三亚本轮疫情防控
中得到有效应用的一个缩影。

记者从三亚科投集团了解到，本轮
疫情发生后，该集团开发出疫情防控数
据汇总平台追阳数据筛查程序，利用技
术算法，将大批量数据快速筛查，跑出
加速度。截至8月24日，三亚科投集团
运用信息化技术支援三亚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市疾控中心、市公安局开展疫
情防控大数据分析处理工作，比对处理
核酸检测数据约1747万条，筑牢疫情
防控数字防线。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

三亚借科技力量找对症“方子”，优化防疫举措

科技战疫的“硬核”实力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记者李艳
玫 叶媛媛 通讯员麦哲桓）8月23日，
在广东省卫健委调度下，广东支援海南
防疫消杀队（以下简称广东援琼消杀
队）迅速集结组建，从广州、深圳和徐闻
三地出发，搭乘包机和专车赶赴三亚
市、儋州市、万宁市等三市，支援当地抗
疫一线消杀工作。

截至8月24日，广东援琼消杀队共
计511人到达海南，其中支援三亚市有
337人，支援儋州市有92人，支援万宁市
有82人。到达驻地后，广东援琼消杀队
前方指挥部迅速开展队伍组织架构建设、
人员管理、物资保障、感控培训等工作。

8月24日上午，前方指挥部召开会
议部署工作，明确队伍责任分工，设立

综合组、院感技术组、巡回督导组等专
项工作组，组建13个地市支队，地市支
队里设置数个工作小组，每个工作小组
分别设置1名组长、1名安全员，实现责
任到人、任务到岗。当日下午，前方指
挥部根据三亚市、儋州市、万宁市各隔
离点规模，针对性分配工作小组下沉隔
离点开展消杀工作，并结合疫情防控实

际动态调整消杀工作部署。
广东后勤保障物资车辆于8月25

日上午抵琼，运来医疗物资，包括背负
式喷雾器400台、防护服6000件、隔离
衣6000件、N95口罩1500个、手套1万
对以及200箱消杀药物等。广东援琼
消杀队队员将迅速携带药械投入到消
杀工作中。

广东援琼消杀队抵琼开展工作
511人分别支援三亚儋州万宁

① 8月24日，在三亚群众街社区，志愿者搬运生活物资。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② 8月25日，在三亚港门村社区，志愿者冒雨搬运医疗物资。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志愿者助力物资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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