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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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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这是一支“防疫天团”，“团员”年龄横跨
“60后”至“00后”，“战力”强悍。

8月29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驱车来
到儋州市那大镇洛南村村口，遇到“铁将军”
把门。下车，量体温，扫健康码、行程码，登
记信息，经几位村民确认无误，并等到村支
书林亚丰核对人员信息后，铁栅栏被移开，
记者才得以进村。

洛南村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客家村
庄，常住人口1600多人，靠近主城区，离涉
疫重点区域仅数公里远。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洛南村按照静态管
理要求，第一时间找来铁栅栏，布设了6个
卡点。然而，该村村干部和驻村工作人员只
有10余人，疫情期间要安排人员值守卡点、
开展核酸检测采样、保障物资供应等，人手
一度“供不应求”。

起初，这个问题让林亚丰颇为头疼。村
民得知情况后，纷纷主动报名参加村里的防
疫志愿者，自发组建了一支“防疫天团”，成

为守护村庄的坚实力量。8月28日，洛南
村登上海南省首批“无疫村（社区）”名单。

今年50多岁的谢亚六是其中年龄最大
的志愿者，他每天戴着红袖章、骑着电动车
巡查，劝导村民不扎堆、不串门。“村里的环
村路有1公里长，有的村民吃完晚饭喜欢出
来散步、跳广场舞，容易扎堆。”谢亚六说，疫
情发生以来，他和11名村民自发组建了村
庄义务巡逻小分队，24小时移动“监督”，杜
绝了类似的扎堆现象。

该村还有一支年轻的核酸采样志愿服
务小分队，13名“00后”村民主动认领核酸
采样和信息采集任务，化身“大白”，在全村
4个采样点开展志愿服务。“这些‘00后’上
岗后，村里每天都能按时完成全员核酸检
测，甚至会提前一些时间。”洛南村党支部委
员谢李善说。

“在接下来的常态化防控阶段，我们将
紧紧依靠这支‘防疫天团’，做好日常疫情
防控。”林亚丰说，他们会坚持“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生产”，筑牢群防群治防线，守护
美好家园。 （本报那大8月30日电）

关注
援琼医疗队返程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即将离开一座奋斗过的城市，你会
带走什么样的纪念品？上海援琼医疗队
队员周燕妮，选择带走一朵“小红花”。

8月30日一大早，儋州市那大镇永
嘉大酒店，周燕妮在房间内收拾行李，除
了随身生活用品外，还将这朵“小红花”
轻轻放进沉甸甸的行李箱中。她要启程
回上海了。

“‘小红花’是用绒布手工制作的，永
远不会凋谢。”周燕妮一边轻拂“花瓣”，
一边向海南日报记者说起这份让她深受
感动的小礼物的由来。

8月21日，周燕妮和其他9名医疗

队队员来到儋州那大镇先锋社区为居民
进行核酸采样。

上午，在九祥路采样点，周燕妮突然
听到一声清亮的喊声：“姐姐，我想送你
一朵‘小红花’。”

周燕妮抬头一看，是17岁的吴周
丽。由于连续多日在先锋社区采样，周
燕妮记住了这个礼貌的小姑娘。每次做
完核酸检测，吴周丽都会向她说：“谢谢
姐姐，辛苦啦！”

周燕妮还收到了小姑娘递过来的一
个手提袋，打开一看是27朵手工制作的

“小红花”，有郁金香花，也有玫瑰花。原
来，细心的小姑娘发现，来社区采样的上
海“大白”共有10个人。她为每个人都

准备了“小红花”。由于担心花的数量不
够，吴周丽额外准备了一些，分两次送给
了这些“大白”。

8月30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吴周
丽。“这些小红花是上网课之余在家弄好
的，想通过这些手工花，表达我们一家人
对上海‘大白’支援儋州抗疫的感激之
情。”吴周丽说。

不仅是“小红花”，吴周丽还给周燕
妮和队友们准备了两个小煤球挂件、两
支手工向日葵、一束粘土花、两束扭扭棒
手捧花。

“这些都是我的‘宝贝’，能送给‘大
白’们，我很开心。”吴周丽说。

（本报那大8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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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南省司法厅 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行为：疫情防控期间，拒不履行疫情防控规定擅自营业或在家庭住所开设棋
牌档、麻将室，违规售卖感冒发热药品等。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者
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元以
下罚款；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政处罚。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
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

疫情防控普法微课堂

■ 本报记者 良子

“过两天，我就要到湖南上大学了，这多
亏有你们的帮助，非常感谢！”8月30日，即
将走进大学校门的符燕给临高县公安局新
盈海岸派出所打去电话。

“好，进入大学是你新生活的开始，要好
好学习，为家乡增光添彩。”电话那头，新盈
海岸派出所副所长宋博欣慰地说。

说起符燕与新盈海岸派出所的缘分，要
从几天前的一个求助电话说起。

“警察同志，我们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
可我拿不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没办法报到。”
8月22日，符燕给新盈海岸派出所打电话
称，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镇上的邮
局，但由于她所在的村子被划为高风险区，
处于封控管理状态，想拜托民警帮帮忙。

“你加下我的微信，把你的身份证、准考
证拍照发给我，我去邮局帮你取。”10分钟
后，宋博来到镇上的邮局，但没有查到符燕
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可能在镇上的快递站。”按照邮局工作
人员的提示，宋博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快递
站，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符燕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他顾不得吃午饭，驱车将录取
通知书交到符燕手中。

可当地没有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并

非符燕一人。当天，新盈海岸派出所又接到
多个类似的求助电话。

“高校一般是9月1日开学，没几天了
呀。”群众利益无小事，宋博赶忙将这一情况
向新盈海岸派出所所长王旭汇报。

当天15时，新盈海岸派出所召开紧急
会议。“由于新盈镇内有多个高风险区，如果
大学生在封控区内，转送录取通知书会有一
定的风险。我们首先要掌握辖区内有多少
学生无法拿到录取通知书。”宋博说。

时间不等人。几名民警纷纷拿起电话，
向各自负责的片区了解是否有今秋入学的
大学生，同时请网格员协助调查。3个小时
后，情况基本摸清，有30名即将入学的大学
生急需拿到录取通知书。

当晚，由宋博带队的派送录取通知书服
务小分队正式成立。

8月23日10时，完成4个小时的上门
封控任务后，身穿防护服的宋博与民警们已
是大汗淋漓，但顾不上这些，宋博与两名辅
警匆忙赶到镇上拿录取通知书。

在邮局，宋博打开手机，将考生的姓名、
准考证、身份证号码等内容与邮局员工一一
核对。一个小时后，他在30份高考录取通
知书的快递单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随
后，宋博3人兵分三路开始派送。

“我们是新盈海岸派出所民警，今天专
门过来给你送录取通知书，恭喜你考上理想
的大学！”当天，一封封充满民警美好祝福的
录取通知书，成功送到封控区的考生及家长
们的手中。

（本报临城8月30日电）

近2000名援琼医疗队队员昨离琼

惜别道珍重 天涯盼君归

送进封控区的
31份大学录取通知书

儋州那大镇洛南村：

百年客家村里有支“防疫天团”

送你一朵“小红花”

■ 本报记者 马珂 计思佳 刘冀冀
陈若龙 周月光 曾毓慧 高懿
见习记者 苏杰德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
能分割……”8月30日上午8
时，在维也纳国际酒店（海口高
铁城西站店）门口，百余名上海
援琼医疗队队员齐声高唱《我
和我的祖国》，自发前来送行的
数百名群众挥舞着手中的红旗
动情跟唱。

一首歌，倾诉海南人民感
恩之情，道出援琼医疗队不舍
之意。

当天，来自上海、广西、四
川、安徽、湖北等地的近2000
名援琼医疗队员分别从海口美
兰机场和三亚凤凰机场离琼。

出发前，海南各受援市县为
援琼医疗队员们举行了送别仪
式，众多海南老百姓自发加入送
行的队伍，用鲜花、掌声、歌声来
表达对援琼医疗队的敬意。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云开“疫”散日，将是重逢时。

8月30日上午，在澄迈县碧桂园美
浪湾凤凰酒店，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新华医院53名援琼医疗队员圆
满完成核酸检测采样任务，在鲜花和掌
声的簇拥下凯旋。

“我们8月7日来到澄迈，23天的时
间里，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队员陆松
娟说，如今离开总有些舍不得，下次再来
欣赏这边的美景。

上海援琼医疗队队伍里，“90后姑
娘”吕梦婷格外显眼：她的背包上齐齐整
整贴着本次疫情海口市每一轮核酸检测
的“贴贴”。远远望去，16个“贴贴”被摆
成“士”字形状，她选择集满“贴贴”，留下

这个夏天的海南专属回忆。
“敬礼！”8月30日早6点，乐东黎族

自治县行政执法局市监大队和县公安局
的民警们分列公路两旁，向并肩战斗25
个日夜的四川援琼医疗队行注目礼。

“这一刻热泪盈眶，一幕幕共同抗疫
的画面闪现在眼前。”四川援琼医疗队卫
生监督队长彭宇说，过去这些天，53名
来自四川的流调人员、卫生监督员与乐
东方面紧密配合，组成的疫情应急处置
队伍东奔西走，彼此建立起了深厚的
情谊。临行前一天，考虑到出发时间比
较早，他就想让高强度工作多日的战友
们多休息会，一再坚持不用送，没想到他
们仍然来了。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上海援琼医疗队仁济核酸采样队领
队秦骏介绍，此次在海口，800多名队员
共完成400多万人次的核酸采样任务。
这并非上海与海南首次并肩作战，早在
今年3月份上海疫情发生时，琼沪两地
就结下不解之缘。

“曾经，海南倾尽全力保卫上海，
这次，换我们来守护海南。”海南医疗
队的 900多名医护人员逆行而上、援
沪抗疫的情景，秦骏历历在目，让他记
忆颇深的是海南人的淳朴与热情。此
次来琼，更加深了他对海南人民的喜
爱：当地对医护人员的理解与支持，体
现在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嘘寒问暖中，
体现在酒店保障的一食一饮间，更体

现在老百姓自发送来的椰子水、清补
凉里。

“医疗队护士在核酸采样点中暑晕
倒，一位热心大哥见状，一把抱起她冲进
空调房，采样点的负责人和志愿者也马
上送来了冰块和降温贴。”20多天的抗
疫工作中，这一场景让上海援琼医疗队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领队周怡薇记忆犹
新，“海南人民把我们当作一家人，非常
亲切。”

今年4月，海南医护人员驰援上海
抗疫，让周怡薇记住了这些可爱的海南
姑娘。时隔4个月，来到海南，她觉得
再辛苦都是应该的，“要回报海南的深
情厚谊。”

8月 30 日上午，上海援琼医疗
队、广西援琼医疗队返程，海口举行欢
送仪式。一大早，海口多条街道的两
侧，站满了整齐列队的群众。大家手
舞国旗，用一声声祝福表达对援琼医
务工作者的感谢。

“风雨同舟、感恩有你”“久久不见
久久见，疫情过后还想见”……位于海
口市和平大道的欢送队伍中，年过七
旬、头发花白的邓佩觉和郑有芬夫妇
声音格外响亮，二人分别是爱岛艺术
团党支部书记和团长，他们组织了艺
术团10多位党员走上街头，为上海援
琼医务人员送行。

在郑有芬的包里，有一张写满送
别祝福语的纸条，上面还有许多涂改
痕迹。“为了让上海的医护人员感受到
海南人民的热情，我昨天想了8条祝
福语，一直改到凌晨两点。”郑有芬说，
本轮疫情期间，医务工作者们冒着高
温烈日和台风暴雨，为海南抗疫付出
了很多，“希望他们一路平安，有空常
来海南看看。”

“海南宁（人），老嗲（好）了！”回想
起抗疫期间的点点滴滴，上海援琼医
护人员也被海南群众的淳朴和热情打
动，临行前用上海话深情告白。

在海口美兰机场换取登机牌时，
头戴草帽的上海援琼医疗队核酸采样
队员马金桂在人群中格外显眼。“这是
一个做核酸的海南阿姨送给我的。”回
想起在琼抗疫的点点滴滴，马金桂觉
得海南人给了她家一样的温暖。

上海援琼医疗队总领队、上海市
卫健委副主任罗蒙说，连日来，上海援
琼医疗队感受到了海南热情周到的服
务，“期待着疫情过后，我们能再次来
到海口，摘下口罩，吹着椰风，喝着椰
汁，笑看三角梅花开。”

“海南宁（人），老嗲（好）了”

“下次再来欣赏这边的美景”

“这次换我们来守护海南”

8月28日，作为海南首批“无疫小区”之一的海口琼山区国兴街道书香门第小区，通过
严格规范入口管理、个人防护、清洁消毒、服务保障等，共筑防疫屏障，共护美好家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共筑防疫屏障

一名上海援琼医疗队队员的背包上，贴满海口核酸检测“贴贴”。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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