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天的战疫生活开始了。8 月
27日，我最主要的工作，依旧是保障各
个隔离点位消杀工作的安全进行。

上午7时许，我和同事来到万宁市
一隔离点检查，发现部分工作人员对消
杀程序、消杀表格记录的执行还存在漏
洞。专业能力存在短板，也是目前我们
消杀工作亟须攻克的难点之一。

消杀工作的内容并不简单，什么场
所使用什么消杀药剂，药剂浓度如何配
比，采用什么角度喷洒，结束后如何记
录，怎样避免交叉感染……事无巨细，
如何将每个消杀环节做得更精细、更安
全，正是我每天在琢磨的问题。

一开始我和同事在现场想了很多
办法，但后来发现操作性不强。目前
我们暂定的方案是，抓紧编写出一版

“傻瓜式”的消杀操作手册，在“手把
手”指导消杀工作的同时，将我们在一
线搜集到的困难点逐一列入，给予解
决方案，让一线消杀人员能够更有方
向性地执行。

一上午的时间转瞬即逝，检查完几
个隔离点，又到了午饭点，但我们来不
及休息吃饭了，还得抓紧时间赶到下
一家。一线工作就是如此，时间紧、强
度大，每天三四个小时睡眠是我们的
常态。现场工作繁杂而琐碎，时常一
项工作还没完成，另一项工作已经在
等待处理。每一个身处抗疫一线的工
作人员，都像是一根绷紧的弦，时刻在

与疫情做斗争。
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苦，因为相比于

在隔离点内的医护人员，我们已经“幸
福”太多，他们没日没夜身处危险的最
前线，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今年 8 月 2 日至 4 日，我住院动了
一个小手术。领导和同事们很照顾
我，让我多休息一段时间，但我实在是
坐不住，那么多非卫健口的同志都勇
敢地奔赴一线，我又有什么理由“缩”
在后方呢？

为了这件“小事”，妻子还跟我闹了
一段时间的脾气。但我知道，她并不是
不支持我的工作，她只是担心我还未痊
愈的身体，希望我多为自己着想。几次
视频电话中，孩子也经常问“爸爸什么
时候回家？”我每次都笑着告诉他，“快
了，就快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抗疫一线干部，我
的工作实在平凡。抗疫虽艰难，但我始
终相信，春天终究会到来，抗疫一定会
胜利。

下个隔离酒店到了，我又要投入新
一轮战斗。

讲述人：万宁市卫健委项目
组负责人、万宁中西医结合医院
党支部书记黄学新

（整理/本报记者 叶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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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此次我下沉至三亚市机场路社区，
这里人口近万，分布着大大小小近 50
个小区，多个区域已降为中风险区，但
其中 15 个小区居民的吃饭问题，却始
终牵动我们的心。

这 15 个小区是“三无小区”，即无
物业管理、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
其他小区居民需要网购物资，可以找物
业协调，但这 15 个，管理松散，缺乏专
人组织，社区静态管理已20多天，网格
员反映，不少居民抢购难，囤的菜快吃
完了，逐渐产生焦躁情绪。

吃饭问题不是小事。一连几天，我
们有空就往这 15 个小区跑，琢磨怎么
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决定，还是要先找
原因，对症下药。

居民反映，主要问题还是小区内没
有人员牵头组织采购物资，购买渠道不
畅通。我们就第一时间成立了保供专
班，网格长统计居民需求，由三亚市委
外办保供联络组的工作人员担任“团
长”，与多个网购平台“牵线搭桥”，协调
配送、付款等问题。

物资到达后，由保供组做好消杀
工作，配送到小区门口，同时联系志
愿者采取非接触的方式，将物资配
送上门，居民足不出户就可拿到米
面蔬菜。

走访中我们也发现，有部分低保
户、困难户、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他们
有的不会网购，有些则连锅具都没有，
这些情况都被记录在册，我们一边为他
们申请“爱心包”，一边又提供快餐、饼
干、方便面等方便食品。

昨天，居民在微信群发了视频，展
示她买到的肉，说馋了好久的锅包肉终
于能吃到了，听着她爽朗的笑声，我们
心里沉甸甸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不过，我们在复盘中也发现了需要
改进的地方，团购可以改为三四天进行
一次，居民一次买够量，减少交叉感染
的风险；部分居民不熟悉操作流程，购
买不顺利，网格员还要加大宣传力度；
需要再增加人手，进一步打通服务居民
的“最后五十米”。

如今，我们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社区的情况也在好转，作为一名下沉干
部，我感受到了身上的担子，也相信，只
要干群齐心，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张奕泉（右一）在三亚市机场路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受访者供图）

把严环境“消杀关”“三无小区”保供给

当好助农“卖货郎”

转战两处风险区

“您订的菜都找好了。”8月27日上
午，在儋州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我
给李桂举发了这条微信消息。李桂举
很快回复“OK”。

李桂举是中海工程建设总局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副总经理。不久前，我
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儋州市疫情期间
农产品助销倡议书》，他给我发消息，说
企业员工比较多，食堂正好需要蔬菜，
可以下单购买一些农户的滞销瓜菜。

这个订单，既能为企业供应新鲜蔬
菜，又能卖一些滞销农产品，一举两得，
于是我们在线上沟通了购买配送相关
事宜。根据企业需要，我一边对接东成
镇等相关乡镇的滞销农产品货源，另一
边和企业沟通配送路线，让企业尽快拿
到货。

本轮疫情后，我成了一个忙碌的
“卖货郎”，为滞销农产品“带货”。

“你看，田里的菜长得多好，就是
卖不出去。”8 月 16 日，我驱车来到儋
州市南丰镇那早洋常年蔬菜基地，刚
下车，多位种植户和村干部就围了上
来。他们和我说，由于全市静态管理，
物流受阻，收购商来不了，地里的菜找
不到销路。我一一进行了记录，并对
他们说，政府将尽快想办法为他们解
决销路问题。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又跑了王五
镇、东成镇、和庆镇等乡镇，深入开展

“田野调查”，向农户了解蔬菜种植和销
售情况，还跟镇、村干部了解当地农产
品的产销情况。了解越多，我这个“卖
货郎”身上的紧迫感越重。

经过多日调查，我们发现，空心菜、
丝瓜、苦瓜等多种瓜菜滞销较为严重，
香蕉、火龙果、柚子、榴莲蜜等水果也销
路不畅，如果不及时解决销路问题，农

户、农业企业将会有很大的损失。
打通产销路，刻不容缓。我们一方

面动员各镇（办事处），调查辖区内的滞
销情况，汇总分析全市情况，进行动态
更新。另一方面搭建平台，不定期公布
滞销农产品最新情况，倡议市内各大批
发市场、经销商、超市、各大酒店、机关
单位食堂等积极采购这些农产品，以实
际行动帮助农户、农业企业纾困解难，
渡过难关。

倡议发出后，引起很多企业关注，
中海工程建设总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是第一批响应参与的企业。但由于
疫情防控要求，身处洋浦经济开发区的
李桂举没有办法出来拿货。我们就想
办法协调保供车辆，根据企业需求，提
前采购好一两千斤蔬菜，给企业送过
去，预计8月28日可以送达。后续，我
们将分批送货，订单总额近2万元。

“一手打伞，一手干活。”最近这些
日子，我们在防控好疫情的同时，深入
一线，当好“卖货郎”，通产销渠道，推进
农业复工复产，想方设法逐步解决农产
品销售难题。同时，全力做好农产品运
输服务保障工作，开通绿色通道，畅通
物流渠道。到8月27日，我们已经办理
了涉农车辆运输通行证1721张。

其实，我最大的希望是，疫情早点
过去，农产品都可以货畅其流，卖得出、
卖得上好价钱。我这个“卖货郎”越快
下岗越好！

8月26日，在协助当地有关部门接
连“攻克”两个高风险区之后，我又回到
了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镇墟，负责协
助镇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此前半个
月，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我的“主战场”
是抱由镇迎新小区、抱由镇山荣村一队。

8月8日，我开始负责编制迎新小区
疫情防控专项工作方案及组织实施。
小区有31栋居民楼，居民共计2670余
人。时间紧、任务重，人手明显“吃紧”，
怎么办呢？当时，在乐东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的积极动员下，居住在小区内的
各机关单位党员干部纷纷主动请缨，共
有40人就地“转化”为防疫志愿者。

我积极协助乐东县委组织部建立
起了 31 人的小区党员防疫先锋队，每
一名党员牵头协助其中一栋居民楼的
封控及服务保障事宜。

在此后 15 天里，我与其他队员不
停地奔波在各栋居民楼间，牵头建立起
独居老人、婴幼儿、孕妇等特殊人群的
工作台账，确保底数清、情况明、数据
准，并就特殊群体买药、送药、就诊等紧
急需求，协调各方提供“一对一”“多对
一”的医疗就诊和物资配送服务。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8月17日迎新
小区由高风险区降为中风险区；8月20日，
该小区再由中风险区降为了低风险区。

自8月23日起，我刚办完迎新小区

管控交接事宜，又被紧急安排至抱由镇
的另一高风险区山荣村一队。这一封
控区看似不大，辖区仅49户，常住人口
为 150 余人，但实际管控压力可不小
——自8月6日至今，共计筛查出数名
确诊病例。为此，这段时间以来，我都
进村仔细查看“足不出户”封控是否执
行到位了，是否还存在管控漏洞。随着
各方力量下沉基层，山荣村一队的疫情
防控形势也持续向好。8月25日，山荣
村一队降为中风险区了。

这段时间都顾不上回家，我也挺挂
念家中妻小。但我觉得，在疫情防控的
紧急关头，一刻也不能松懈，这是我们
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只有把疫情防
控的防线筑牢了，才能换来每一个小家
庭的其乐融融。

讲述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派驻乐东抱
由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李其相

（整理/本报记者 曾毓慧 见
习记者 苏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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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燎原（中）在儋州市王五镇向正下地干活的农户了解蔬菜产销情况。（受访者供图）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迎新小区，李其相(右一)为居民配送物资。
本报记者 韦茂金 摄

黄学新（左一）与同事在讨论工作。 （受访者供图）

讲述人：儋州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苟燎原

（整理/见习记者 曹马志）

讲述人：三亚市天涯区副区
长张奕泉

（整理/本报记者 李梦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