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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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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日志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徐慧玲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解除隔
离人员陆续返回社区，如何高效服
务？如何精准监管？三亚市推进“明
白卡+明白群”等形式，加大服务保障
力度，强化社区精细化管理，织密社区
疫情防控网。

8月29日，三亚吉阳区下洋田社区
居民黄先生从方舱医院解除隔离，他刚
进社区，立即有一名志愿者迎上前来，
递过来一张黄色的卡片——“明白卡”。

“明白卡”正面有四条内容：一、出
院（舱）人员：出院（舱）后，实施严格的
7天居家健康监测，第4天、第7天在家
接受上门核酸采样，不参加社区全员核
酸检测；二、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
员：实施严格的5天居家健康监测，第2

天、第5天在家接受上门核酸采样；三、
出院（舱）人员、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人员每天做好自我监测，配合网格
员填写《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人员登记
表》；四、出院（舱）人员、解除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人员严格落实“足不出户，上
门服务”的管控措施，如有违反将依法
追究责任。居家隔离期间的核酸检
测、生活物资、药物购买等均由工作人
员上门服务。

“明白卡”背面，写着下洋田社区
6个网格中18名网格员的姓名和手机
号。

走进解除隔离人员回归社区接待
帐篷，黄先生按照要求填写好相关信
息，工作人员又把他带到一排印有不同
网格群的展板前，教他加入“出院（舱）、
解除隔离人员第三网格保供群”。群里

立即跳出一条信息“#接龙 请大家填写
信息姓名、电话、住址、体温是否正常，
例 如 张 三 ，12345678910，一 路 二
巷××号××房，体温正常……”随后，
工作人员递给他一个“爱心包”，里面有
N95口罩、消毒液、方便面、瓶装水等。

下洋田社区解除隔离返回人员工
作组组长朱必林介绍，通过“明白卡+
明白群”，能够明明白白告知解除隔离
返回社区人员回归社区的流程，高效做
好服务和管理工作。

在吉阳区商品街社区居委会办公
室，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办公桌上摆放
着一叠“明白卡”，上面是社区餐饮、商
超以及医药保供服务商的名单和联系
方式。

“解除隔离人员回到社区后，我们
会统一为他们登记并发放一份应急物

资，有泡面、火腿肠等。解除隔离人员
回家后，社区还会组织专业消杀人员
上门消杀，医护人员定期上门进行核
酸采样。”商品街社区第七网格网格员
陈秀学说，解除隔离人员可按照“明白
卡”上的联系方式采购物资，由网格员
配送上门。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看到，商品街
社区居民家门口的封条颜色不尽相
同。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
工作人员介绍，白色封条代表着该户居
民正在居家隔离，绿色封条则表示这户
居民是解除隔离观察人员，粉红色封条
则意味着该户居民是治愈出院的新冠
肺炎感染者，“他们进行核酸检测的时
间不同，封条颜色有区别，能方便医护
人员上门进行核酸采样。”

（本报三亚8月29日电）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8月27日一早，天
刚蒙蒙亮，三亚市海棠区湾坡村第七村民小
组组长蒲庆提着一袋稻谷，一把接一把地撒
到同村居民兰大哥家里的鸡圈内。

8月23日晚，因确诊为新冠肺炎阳性感
染者，兰大哥一家四口都被转运到隔离点。
看到兰大哥家里养的鸡没人喂养，住在隔壁
的蒲庆就主动承担起喂鸡的任务。

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三亚党员
干部、基层干部和志愿者迅速响应号召，投身于

“疫”线，在守护居民生命安全的同时，也留下一
个个暖心的瞬间。

“这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能帮上忙肯定是
要帮的。”蒲庆说。

作为村小组组长，蒲庆平日里也很忙，要
参与到秩序维持、站岗巡逻、运送物资等疫情
防控工作中。为了不耽误给兰大哥家的鸡喂
食，他发动起村里志愿者符晶，两人相互配
合，谁有空就去喂鸡。

在海棠区龙江村田尾村民小组，有这
样一支巡逻队，他们一边开展巡逻巡查，劝
导居民落实“足不出户”要求，防止人员集
聚，一边帮助外出隔离居民喂养家禽、给农
作物浇水施肥，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放心
隔离。

群众利益无小事，面对各类需求，三亚党
员先锋队、社区志愿者们积极响应，尽量满
足，有人帮忙关上门窗，有人照看居家宠物，
有人浇花除草……用行动让隔离群众放心、
安心。

8月29日 三亚 晴
在与病毒交手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人

们最先被击溃的不是身体，而是心理。
这几天，当我穿梭在三亚第四方舱医

院的各个病区时，渐渐发现一个现象：无
论是一线抗疫医务人员、志愿者，还是新
冠患者，都普遍存在焦虑、紧张、抑郁、失
眠等问题。

这不是一件小事。心理压力不仅关
乎心志、心情，更容易造成机体神经系统
紊乱、内分泌系统失调、机体免疫功能下
降等一系列身心症状，从而影响新冠患者
治疗进程，影响医务人员、志愿者的防病
抗病能力。

为帮助大家调节情绪，我和医疗队领
队商量后，将一种非药物疗法——现代冥
想带进了方舱。

古琴悠扬，流水潺潺，由 4 位医生写
就的现代冥想导引词，经空灵的女声缓缓
念出……在方舱内，我们会通过广播定时
播放这一“音乐处方”，帮助新冠患者及医
务人员、志愿者缓解精神紧张，保持心情
舒畅。

这是一种基于中医养生学、现代医学
中的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免疫学
和病理学等学科理论，逐步发展起来的一
类放松减压与疾病辅助治疗新技术。

早在 2020 年，现代冥想便已用于武
汉雷神山一线进行音乐辅助治疗。

今年的上海抗疫实战中，我所在的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针对方舱医
院内焦虑、失眠等心理疾病较明显的特
点，除了运用中药制剂外，同样也针对性
地运用了现代冥想，以帮助舱内患者及时
进行心理舒缓与干预治疗。

此次支援海南，我们将上海方舱的心
理调试经验“搬”至三亚方舱，目的就是为
了给大家筑牢心理防线，为抗疫凝聚合
力。战“疫”仍未停止，我们也会继续努
力打好方舱里的“心理保卫战”，用音
乐温暖大家的心。

上海援琼医疗队队员、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
院护士 张帆 口述

（整理/本报
记者 李梦瑶）

志愿者在搬运蔬菜。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我怀孕34周，上午觉得胃酸、反胃
比较严重，还有点烧心，怎么办？”

“随着孕周增加，腹腔内压力也逐渐
增加，包括胃肠等消化道。如果偶尔出现
这类情况，可以通过饮食调节，比如少食
多餐、餐后不立即平卧、少吃甜食等。如
果通过生活习惯调节不能缓解，需要去医
院进一步就诊。”

这是三亚市吉阳区海澜社区一位准
妈妈小莲和妇产科医生的对话。与往日
不同，此次“问诊”是在一个百余人的微信
群里进行，提供医疗咨询服务的，是来自
河南援琼医疗队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妇女儿童医
院）的医生。

在支援三亚开展核酸采样工作之余，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医生们为何建
立“妇儿咨询群”，为社区的宝妈们线上答
疑？这要从一个特殊的求助电话说起。

8月26日，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30余名医护人员从三亚海棠区“转战”吉阳
区海澜社区的第5天。当天上午，郑州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新生儿疾病筛查科副主任吕
书博和同事黄迪完成核酸采集任务返回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人员秦平接
到社区居民杨女士的电话求助：“孩子患有
支气管炎，吃药十几天了仍不见好转。”

黄迪是儿童保健科的医生，她接过电
话，详细地询问了孩子发病的时间、症状、
用药情况等，了解到孩子有高热惊厥等病
史。“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孩子目前处于疾
病恢复期，请您不用太担心，可以继续让
孩子服用化痰药物对症治疗，您可以记下
我的联系方式，有疑问及时和我沟通。”黄
迪说。

“这几天上门入户进行核酸采样时，
我们发现海澜社区有不少妇女儿童，还有
部分待产的孕妇。”吕书博说，有的居民会

主动咨询一些围产期保健问题，由于核酸
采样时间和空间限制，不能详细地为她们
现场解答。

“疫情特殊时期就医相对不便，可以
发挥我们的妇幼专科优势，为更多居民提
供帮助。”吕书博和河南援琼医疗队郑州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领队张仁德商量后，立
即建立了“妇儿咨询群”。不到两小时，就
有超百人进群。

“请问出生十多天的宝宝喝奶后睡醒
容易打嗝，这个要怎么缓解呀？”

“请问婴儿满月体检可以推迟吗？”
“我现在怀孕12周，预产期在明年

3月，请问现在是否可以补钙了呢？”
……
连日来，上午入户开展核酸采集，下

午、晚上为居民提供咨询服务，成了黄迪
和同事们的日常状态。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产科护士长
杨晓宇介绍，除了一一回复大伙的信息，

“妇儿咨询群”里的医生还将“孕妈小课
堂”搬到线上，在群里发布“如果发现孩子
有‘皮纹不对称’的现象怎么办”“哺乳期
乳腺炎那些事儿”等科普视频、图文，帮助
大家了解孕期健康知识。

“根据医生的意见用药，孩子的病情
已经缓解。援琼医护人员在忙碌的工作
之余，还为我们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真
的特别感谢他们。”杨女士说。

在张仁德看来，这份感动是双向的。
“这里的人很温暖，从一封封感谢信到一
面面锦旗，从一声声的感谢话语、一幅幅
感谢‘大白’的手绘漫画到小朋友亲手制
作的‘大白’泥塑和花束，都让我们深深感
受到了三亚人民的淳朴和热情。”张仁德
提到在三亚的抗疫生活，言语中流露出满
满的感动。

张仁德介绍，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援琼医疗队共100人，有妇产科、儿童保
健科、乳腺科、小儿心胸外科、儿科、重症
医学等科室的医务人员，在三亚海棠区和
吉阳区15个社区、村庄开展核酸采样工
作，采样量超40万人次，“我们坚信，在所
有人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早日战胜疫
情。” （本报三亚8月29日电）

三亚加强监管工作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本报三亚8月29日电（记者李梦楠）8月
2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三亚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该局多措并
举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履行市场监管职
能，维护市场秩序安全稳定。

在对各滞留酒店进行餐饮食品监督检查
时，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发现问
题后立即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酒店方严格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预防群体性食品安全
事件发生。

除了保障滞留游客餐饮食品安全，该局
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如现场检查、微信短信电
话告诫等，对提供餐食的集中供餐单位进行
督查指导，全力排查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切实做好“疫”线食品安全护航工作。

此外，为保障支援三亚抗疫医疗队医务
人员食品安全，该局还派出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保障小组对入住医务人员较多的酒店开展
驻点保障，严把食品安全关口。截至目前，累
计保障用餐34559人次。

解除隔离人员返回社区,三亚强化精细化管理——

“明白卡+明白群”贴心助回家

一个特殊的育儿微信群

三亚党员干部当好群众“服务员”

让外出隔离居民
没有后顾之忧

我在方舱当“心灵按摩师”

志愿者手提生活物资准备爬楼入户。

⬇ 志愿者在
搬运生活物资。

打通配送末端环节

8月29日，志愿者在三亚吉阳
区港门村社区内忙碌。

据了解，该社区通过打通生活物
资末端配送环节，做好居家隔离人员
基本生活物资保障。

本组图片均由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