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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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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海南三亚 晴
今天是我顺利解除集中隔离，回到

家的第二天。
前天晚上，接到可以回家的通知

后，我非常激动。同一批过来的150多
名密接者，也顺利解除集中隔离了。当
晚10点，我们收拾好行李，陆续排队登
记信息，签署居家隔离观察人员承诺
书，继续居家隔离5天。

走出隔离点，已经有好几辆大巴车
等待着我们。我们和“大白”还有隔离
点工作人员挥手告别，也在抗疫互助微
信群里表示了感谢。11点半，大巴车开
往回家的路上，看着往日热闹的大街如
今格外安静，心中期盼着，城市能够早
日解封，大家可以出门逛街吃饭，与好
友聚会玩乐，恢复往常烟火气十足的生
活状态。

当我们下车后，社区工作人员登记
我们的信息，让我们陆续进入社区。回
到熟悉的社区，邻里们都互相问候。

社区工作人员特意提醒我们，别出

门，多消杀，安心居家隔离，核酸检测工作
人员会上门进行采样，日常生活物资也会
有志愿者配送上门，有什么特殊需求随时
沟通。听了他们的话，我感觉放心了不少。

今天早上起来，我在家里搞了卫
生，换洗衣物等。用完早餐，“大白”准
时上门做核酸检测。而社区的微信群
里也热闹起来，有热心的居民当起了团
购长，群里开始一轮又一轮的接龙团
购。还有社区附近好心的药店老板，为
我们采购酒精、消毒液等。团购的菜和
生活用品，都由社区志愿者挨家挨户送
上门，让我惊喜的是，政府还给我们发
放了物资，有大米、油和面粉等。

这次的疫情来势汹汹，虽然还有很
多人在隔离，还有一些人在方舱医院接
受治疗，但看着在社区忙碌的“大白”、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我充满信心，相信
清零解封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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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日记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8月26日，对于三亚市海棠区龙江村
田尾村民小组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
的日子。经专家组研判，三亚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将田尾村民小组调整为低风险区。

从8月11日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到
8月26日调整为低风险区，田尾村民小组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未引发社会面传播，疫
情被牢牢封锁在集中管控范围内。这背
后，是海棠区启动快速处置突发疫情联动
机制，“以快制快”筑起疫情防控墙的生动
实践。

“海棠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增设快速处
置联动工作专班，根据省、市防疫指挥部推
送的信息以及检测机构反馈的疫情信息，
综合调度各组联动快速反应，以最短的时
间将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阻断社会面传
播。”三亚市海棠区委书记、市现代服务业
产业园工委书记鲁正兰说。

重点群体迅速管控到位

“有一名人员核酸检测为阳性。”8月
11日上午，新增阳性感染者的消息打破了
田尾村民小组原有的宁静。

疫情防控就是抢时间、抢速度。海棠
区立即启动快速处置突发疫情联动机
制，第一时间采取管控措施，全面做好排
查，锁定密接、次密接人员，将潜在感染

者从社会面中排查出来，纳入集中管控
的范围。

“我们利用无人机拍摄田尾村民小
组全景图，这样每户人家的位置一目了
然。将确诊阳性感染者 50 米范围内划
定为密接区，100 米范围内划定为次密
接区，发动熟悉村庄情况的村干部、网格
员去管控好相关人员。”田尾村民小组包
点区干部，海棠区委办四级调研员方胜
军说。

“大概用了两个多小时，摸排管控了48
名密接和次密接人员，并转运至集中隔离
点，及时控制了源头，降低了社会面传播的
风险，为后续的防疫工作争取到更大的主
动权。”方胜军说，第二天又发现了5名阳
性感染者，均在管控人群中。

“海棠区坚持落实疫情处置不过夜。
信息组发现异常疫情信息后，工作专班快
速反应，组织各小组第一时间进行处置，要
求务必落实发现一起，处置一起，处置不完
成工作不停止，信息组对每个突发疫情情
况、每个环节的处置进行记录和督办。”鲁
正兰说。

流调转运物资保障同步进行

在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中，核酸检测是
发现传染源、锁定管控目标、进而切断传播
途径的关键手段。为捞干筛净社会面风险
源，区域核酸检测也在第一时间开始部署。

“田尾村民小组加强网格化管理和服
务，充分发挥网格长、网格员、志愿者的作
用，做好人员底数摸排，建立人员信息台
账，督促居民落实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
酸检测等工作。”方胜军说。

据介绍，在收到信息组推送的疫情信
息后，工作专班管控组第一时间通知辖区
村（社区）或相关单位进行初步管控，让涉
疫相关人员保持静止状态。同时，工作专
班联动调度管控、流调、转运、采样组同步
启动，立即赶赴第一现场，管控组到达现场
后迅速采取布置警戒线、上门贴封条等措
施稳控现场。

做好疫情处置的同时，各项服务保障
也快速落实到位。“我们建立了一个‘保供
物资采购群’，每天会在群里介绍物资情
况，居民根据需要进行接龙购买，形成了居
民线上下单、工作人员收集整理，供应商线
下分拣送货，然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负责
配送的模式。”方胜军说。

本轮疫情发生后，海棠区成立了生活
物资保供工作专班，设立保供热线，安排专
门工作组24小时坐席接听，并受理转办
12345平台相关诉求，及时解决市民游客
急难愁盼问题。据统计，截至8月26日，海
棠区保供热线小组共受理物资问题106
件，其中药物保障53件，母婴用品保障21
件，生活物资保障28件，其他4件，件件得
到落实反馈。

（本报三亚8月27日电）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通讯员 陈俊锐

拦停车辆，检查健康码、核酸检测报
告、通行证……8月27日，在三亚市崖州区
盐灶村，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梅山派出
所民警陈求文值守在卡点，认真核验过往
车辆及人员信息。

“我是党员，党员就是要去最危险的地
方，去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作为一名有着
32年党龄的基层民警，三亚本轮疫情发生
后，临近退休的陈求文主动请缨，成为党员
突击队的一员，申请到疫情最严重的崖州
区盐灶村去。

在盐灶村，陈求文每天穿梭在封控区
的大街小巷，提醒村民不要随意走动，有时
还要应急处置突发情况。

8月3日凌晨2时许，陈求文正在疫情
防控卡点值夜班，突然接到巡逻队员报告
称，发现一名男子在卡点附近来回踱步，见
到巡逻人员就躲进草丛。察觉到不对劲，
陈求文立即带领队员前往查看。

起初，该男子情绪激动，称要前往乐
东黎族自治县找工作。陈求文一边安抚
其情绪，一边询问具体情况。得知他生活
困难，陈求文当即将执勤卡点上备用的餐
食和饮用水送到他手中，给他充饥解渴。
在陈求文劝说、安抚下，该男子的情绪逐
渐恢复平静，随后，陈求文安排车辆将他
送回家，并通知社区工作人员为其提供生
活物资保障。

“作为一名警察的妻子，我支持他的工
作，也想成为他的战友。”沈建英是陈求文

的妻子，连日来，她一直坚守在社区，为核
酸采样点准备饮用水、冰块、消毒液等物
资，让医护人员到位后可以快速投入到核
酸采样工作中。

在父母的影响下，儿子陈伟捷也主动
报名加入志愿者队伍，每天凌晨5点，他便
起床，来到核酸采样点，搬桌子、拉警戒线、
现场消杀……一切准备就绪后，等待医护
人员到来。

采样期间，陈伟捷拿起小喇叭维持核
酸采样点秩序，提醒群众保持1米间隔，有
时还充当起“搬运工”，一箱一箱地搬运生
活和医疗物资。“我父亲是一名警察，母亲
是一名社区工作者，虽然在不同岗位，但我
们一起携手战‘疫’，共渡难关。”陈伟捷自
豪地说。 （本报三亚8月27日电）

三亚市海棠区建立快速处置突发疫情联动机制

以快制快 严控源头

解除隔离 暖心回家

转运路上，多了一份安稳
8月25日，在三亚市春园社区一小区，来自省委军民融合办的10位志愿者，

从9楼将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背下楼，及时转运到隔离酒店。
据了解，这些志愿者都是共产党员，同时也是第一批报名支援三亚抗疫的省

直单位志愿者。从8月9日来到三亚市春园社区以来，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防疫
工作中，维持社区秩序、上门追阳采集信息、转运“应隔尽隔”人员等。像他们这
样的省直单位志愿者，遍布在三亚24个重点社区。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文/图

一家三口 坚守“疫”线

三亚市静态管理期间，除一日三餐之外——

民生需求如何保障？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李艳玫

城市静态管理，商业门店暂停营业，除一日三餐外，三亚市居民的
其他生活需求如修车、买液化气、买奶粉等，该如何保障？8月27日，
海南日报记者展开调查。

液化气能否送货上门？

目前，三亚部分区域居民仍使用液化
气做饭炒菜。疫情期间，如何购买液化气？

27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联系到一位
名叫华为国的液化气送货员，表示要购买
液化气。他表示，可以送货，但只能送到小
区门口，不能像平常一样送进厨房。

大约20分钟后，华为国打来电话，称
已经把液化气送到小区门口。在交接时，
华为国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疫情发生后，公
司给每名送货员申办了电子通行证，要求
他们每天做核酸检测，只能把液化气送到
小区门口。这些天来，他每天送约15瓶液
化气，比平常少5瓶左右。

华为国掏出手机，向海南日报记者展
示了他的电子通行证，上面显示“保供人员
通行证”等字样，并标注了当天的核酸检测
时间，以及“阴性”证明、本人身份证号等。

在付款时，海南日报记者发现价格为
140元，而7月份时，价格是每瓶145元。为
什么疫情期间还便宜一点？华为国说，价格
是公司定的，他不清楚。随后，海南日报记
者拨打液化气瓶上的咨询电话96676，联系
上华为国所在的公司。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陈小虎说，疫情以来，由于人手不足，大家加
班加点，公司25个网点有20个正常运营，
接到居民购买订单，基本能够做到30分钟
内将液化气送到小区门口。液化气的价格
是有关部门确定的，公司只是执行。

据了解，三亚有多家液化气供应公司，
疫情发生后，在非封控区的公司基本都能
保持运营。

去哪买奶粉等母婴用品？

三亚本轮疫情发生后，不少家长在微
信群、微信朋友圈发出宝宝奶粉、纸尿裤告
急的求助信息。

“3个月宝宝奶粉马上就喝完了，因宝
宝是过敏体质，需要氨基酸特殊配方奶粉。”
8月15日，海棠区生活物资保供工作专班接
到市民的求助信息，工作人员孙妃立即联系
各个母婴店，经过多方沟通协调，从三亚孕
婴阁母婴店买到奶粉，并送到市民家中。

为做好民生保供工作，海棠区成立生
活物资保供工作专班，设立保供热线，安排
专门工作组24小时坐席接听。“海棠区有5
家定点母婴店可以购买奶粉，一些特殊奶
粉如果区里买不到，我们就联系市里保供
母婴店购买，由母婴店送到卡口处，区里保
供人员去取，再送到群众手里。”该专班工
作人员张晓娟说。

此外，三亚市民还可以通过社区团购
方式购买到母婴用品。8月20日，珠海免
税·三亚旅投商场推出母婴用品团购，包括
26款奶粉和12款尿不湿，满15件配送。
团购由社区团长组织，有需求的居民接龙，
成团后统一配送到小区门口。

“我们安排4名工作人员拣货送货，
目前送出约50罐奶粉和30多包尿不湿，
包括月川社区、山水国际等地方。”珠海
免税·三亚旅投商场总经理叶文说。

三亚市妇联微信公众号梳理推送了三
亚母婴用品购买渠道，包括店铺信息、咨询
热线、配送电话、网上商城链接等，方便三
亚市民游客获取信息，就近购买。

抗疫车辆故障如何维修？

当前，三亚路面上行驶的主要为抗疫
车辆，负责人员转运以及物资保障等，其他
无关车辆暂停行驶。

据了解，为防控疫情，三亚交投集团成
员企业三亚公交集团将公交车作为转运车
辆，转运重点人员与防疫物资。为确保车
辆安全上路，三亚公交集团全资子公司三
亚永捷汽车修理公司4个维修保养点38名
修理工一直坚守岗位。

在三亚永捷汽车修理公司红沙维修保
养点，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有维修人员穿着
防护服给转运密接人员的新能源公交车更
换电池，给转运阳性感染者的出租车检查
线路……

“维修转运车辆时，修理人员必须身着
防护服，戴上口罩，这为修理工作带来很大
挑战。汗水不停往外冒，脱下防护服，衣服
不拧都滴出水。”红沙维修保养点的工作人
员蒙绪海说，在这个特殊时期，维修工没有
一个人退缩，大家爬车顶、钻地槽，满身油
污，没有丝毫怨言。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三亚永捷汽车
修理公司共修理保养防疫车辆420多辆
次。同时，针对其他部门的抗疫车辆，他们
也会尽力维修。

抗疫车辆在路上出故障怎么办？据
了解，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交通专班已发布
公告，公布了全省转运人员车辆24小时
救援咨询电话0898-65306938，以及社会
转运人员求助电话0898-65342237。

（本报三亚8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