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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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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日志

8月30日 三亚 晴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闷热的口罩，严实

的橡胶手套……抗疫一线，“大白”们整日
全副武装，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身体压
力。尤其是在烈日炎炎的三亚，方舱内的
各种皮肤疾病更是防不胜防。

最近这几天，我便发现不少“大白”同
行中了招——

由于排汗过多，汗液中的代谢产物与
皮肤产生炎症反应，诱发了他们颈部、四肢
和躯干的剧烈瘙痒，部分严重者还出现了
心烦易怒、胸闷不畅、胃口下降、睡眠不佳
等症状。

对于这一情况，我们早有预判。
在来海南之前，我所在的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的药房团队便特地为我们备上
了自制的硫炉甘石洗剂、铝薄地松涂剂等
应对夏季皮炎的“克星”，外用这些药物后，
可以迅速止汗、止痒和抗炎。

可别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这几天，
我们还在方舱内发现了一群“不速之客”：毒
隐翅虫。这群家伙个头虽小，却毒得很，这
不，接连有好几位患者被咬伤，皮肤出现了

红肿和大片水疱，伴有显著的灼痛感。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一位9岁的患儿，出

现了右肩、右腰和右腿大面积的红肿和水
疱，因为搔抓，还出现了脓性渗出的感染症
状。由于皮肤红肿和疼痛影响膝关节，患
儿甚至一度不愿意下床活动。

依据患者的皮疹特点，我们很快判
断 出 ，这 是 毒 隐 翅 虫 引 发 的 隐 翅 虫 皮
炎。找出了病因，接下来当然是对症下
药。在儿科医生、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
所医生的协助下，我们及时给予了抗炎
和抗感染的口服治疗。患儿创面护理较
为复杂，其中中和毒液的外敷溶液需要
特别配制，好在儿科病房的护士们十分
贴心，还为患儿量身定制了喷壶和纱布
敷料，每日悉心换药。

在大伙儿的共同努力下，不过短短数
日，这名患儿的皮疹便显著好转。看着小
家伙又恢复了蹦蹦跳跳的活泼个性，我们
真是打心眼儿里高兴！

上海援琼医疗队队员、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皮肤科医生 朱沁媛 口述

（整理/本报记者 李梦瑶）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8月29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天涯区相关部门获悉，
该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一手打
伞，一手干活”，帮助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
问题，目前已销售水果、瓜菜等农产品
722.75吨，尽力确保辖区农产品保供稳价。

“三亚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后，我
们接到企业反映，因为没有车辆通行证，他
们无法运输瓜菜。”天涯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解情况后，该局积极为从事
农业生产、运输的农户、企业办理车辆通行

证，及时打通农产品销售运输渠道，推动农
产品产销对接。

此外，为及时摸清全区待销农产品数
量，扩展销售渠道，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
题，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天涯区农业农村局
与各村保持联系，了解各村待销农产品数
量，支持各蔬菜基地对接小区直接配送蔬
菜，及时协调收购商、相关供销社及各企业
等单位进行收购，多方面解决农产品销售
难问题。截至目前，天涯区已助农销售水
果、瓜菜等农产品722.75吨。

我在方舱治皮疹

三亚天涯区：

多措并举助推农产品销售超700吨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我们关舱啦。”8月30日，关舱的好
消息陆续从三亚第二、第三、第四酒店方
舱医院传出。至此，三亚4家酒店方舱
医院全部关舱。

三亚本轮疫情发生后，将酒店改造
成方舱医院成了一个快捷有效的应对方
案。据了解，相比普通方舱医院，酒店方
舱医院有不少优势，所有房间都是单独
的，既能保护病人隐私，又能保证公共区
域低病毒载量，有较好的通风条件和足
够宽敞的公共活动区域等。

8月11日，湖北省援琼医疗队接管
运行三亚第二酒店方舱医院。19个日
夜，来自襄阳市13家单位的195名队员
组成的团队出色完成任务，用责任和担
当诠释了医者仁心。

“这里有 516 个房间，共 824 张床
位。累计收治病人1245人，是三亚酒店
方舱医院中收治病人数量最多的一家。
运行期间，做到了医务人员零感染、收治
病患零死亡。”湖北省援琼医疗队襄阳市
领队任群说。

在收治的患者中，有不少是家庭“入
住”。医务人员不仅为他们提供专业的
医疗服务，还将暖心的个性化服务融入
日常工作，让患者在安心治疗的同时，感
受到一份温暖的呵护。

来自襄阳市中心医院的蔡真是护理
组组长，她说：“三亚第二酒店方舱医院
里有300多名儿童，有些小朋友喝中药

的时候怕苦，想要糖果。大家一起想办
法，实现了孩子们小小的心愿。”

8月8日，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支援三亚方舱医疗队开始改建第一酒店
方舱医院，期间一共参与3家酒店方舱
医院改建工作，并运行三亚第三酒店方
舱医院。8月 11日开舱，海医一附院
166名人员入驻，按照应收尽收、应隔尽
隔、应治尽治的要求，开展轻症和无症状
感染者的隔离观察治疗。

“从白天到黑夜，医护队员24小时
工作不停歇，用‘疫’不容辞的责任，齐心
协力，服务患者。三亚第三酒店方舱医
院累计收治患者834人。”海医一附院副
院长赵振强说。

三亚第四酒店方舱医院是改建速度
最快的一家酒店方舱医院，从开始改建
到接收患者，用时不到24小时。“8月14
日下午，我们接到筹建第四酒店方舱的
指令后，连夜开会部署，成立医疗、护理、
核酸检测、院感、后勤物资保障等8个小
组，制定医疗、护理、院感等相关工作制
度，全力以赴开展筹建工作。”湖北省援
琼医疗队宜昌市队长刘强说。

8月15日凌晨5时，三亚第四酒店
方舱医院改建启动，经过20小时的连续
奋战，医疗队共改建8个病区，312间病
房，623张床位，转入防疫物资5万余件，
常规治疗药品、急救药品100余种，医疗
监护及抢救设备30余套，并完善组织架
构，建立部门分工负责制度和工作流程，
8月16日1时，全面开展患者收治工作。

“医疗队组建集医疗、护理、中医、儿
科、心理为一体，实施中西医结合、身心
同治相融合的全方位、精细化治疗模式，
落实西药口服、中药汤剂、饮食营养调
配、心理护理、运动功能锻炼等治疗措
施，做好患者诊疗工作。”刘强说。

（本报三亚8月30日电）

披星戴月奋战 倾尽全力收治
——写在三亚4家酒店方舱医院全部关舱之际

■ 本报记者 牛晓民 李梦瑶

“0”“0”“0”……
8月30日，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正门口，一块疫情防控信息牌上，一连串红色的“0”显得格外醒目。
自8月10日实现阳性病例、密接人员清零以来，该渔港片区已连续20天保持无疫情状态。尽管如此，

三亚崖州港湾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港湾公司）总经理汤军心里绷着的那根弦，却始终没敢松下来，“一直到
今天，渔港依旧处于全封闭管理状态。”

作为海南本轮疫情的始发输入地，三亚崖州中心渔港的渔民，如今又是怎样一番境况？对此，海南日报记者
进行了实地探访。

探访三亚崖州中心渔港——

千帆待发 静候开渔

三亚第三酒店方舱医院顺利关舱。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尽管眼下三亚仍处于静态管理状

态，但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开始疫情
防控和渔业生产“两手抓”——

先后印发《三亚出海渔民应知事项
（十五条）》《三亚渔船进出港报备的通告》
《致渔民朋友的一封信》《关于提前做好开
渔准备的函》等一系列文件，要求渔民“不
做核酸不出海，不做核酸不上岸”，并对疫
情防控下渔船出海前、出海中、出海后的
应知事项均作出明确要求。

仔细研究上述文件后，汤军注意
到，“明显管得更严更规范了，但也更放
心了。”

“今后将由我们负责对渔船、渔民

进行监督管理，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则交由综合执法部门进行处置。”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此同时，该局还要求所有渔船入港
靠岸必须报备并完成体温检测和核酸
采样，确保 100%管控、100%核酸、
100%登记。

“手续确实变‘麻烦’了，但我们非
常理解并愿意配合。”刘鲁凯笑了笑，毕
竟，他实在不愿意疫情再来一次，不愿
意再重新经历一次眼下的“隔离生活”。

尽管岸上的住宿条件不错，但他还
是更愿意回到船上去。

“被带去隔离时，走得太急，海底阀
门没有关紧，导致船舱进了不少水。”8

月28日上午，趁着给船抽水的机会，刘
鲁凯特地向港湾公司打了报告，申请回
到船上去住。

时隔25天，再一次踏进船舱，洋葱、
蒜头等物资腐烂后产生的污水早已流了
一地。“东西坏了，还可以再买。”刘鲁凯
蹲下身静静地收拾清理着，在他看来，疫
情总会过去，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如今，在崖州中心渔港，像刘鲁凯
这样为了定期给船抽水，而陆续返回船
上的渔民共有50余名。每次抽水耗时
不过半个钟头，绝大多数时候，他们会
一个人坐在船上望向远方，静静地等待
着，等待着可以扬帆出海的那一天。

（本报三亚8月30日电）

曹文军的心态是在8月16日前后
发生变化的。

彼时，这名59岁的老船长已在隔离
点待了近两个星期。眼看开渔的日子
到了，三亚却连一点解封的动静也没
有，这让他一下子着急起来。

“开渔后的第一捕、第二捕，往往是
渔获最丰富的时候。”曹文军担心，他会
错过这一秋捕高产期。

渔民们心事重重，另一边，三亚市
崖州区委区政府、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三亚崖州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相关
部门单位，以及留守在崖州中心渔港内
的12名港湾公司员工，心里同样装着一
件又一件事：刚为停靠在渔港内的1036
艘渔船完成全面消杀，连日暴雨又让20
余艘渔船因抽水不及时面临沉船风险，
赶紧一艘艘排查一艘艘抽水抢险；紧接

着，又开始忙着购置行军床、被褥、洗漱
用品等物资……

“原本这些渔民在完成‘7+3’的隔
离后，就可以居家等待解封了，但他们
基本都是外地渔民，平时以船为家。”汤
军说，考虑到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最
终港湾公司决定在渔民保障房小区内
腾出116个空房间，用于安置解除隔离
后的327名渔民。

渔民保障房小区就位于渔港片区
内，180名原住户也均是渔民。“我们
起初还担心，这些临时住客的到来，会
不会引起原住户的不满。”让港湾公司
部门经理冯玉勇意外的是，8月 17日
后，327名渔民陆续入住保障房小区，
想象中的“冲突”并没有出现，反倒有
12名原住户主动请缨当起了志愿者。

每天上门核酸，送饭、送药、收垃

圾，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跑上跑下忙
前忙后，渔民们的牢骚话越来越少。

“谁都不容易，互相理解吧。”曹文
军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比如
在房间里锻炼身体。另一个渔民栾国
栋则干脆也当起志愿者，前几天，看到
三亚新增病例接连下降的新闻后，甚至
还一时兴起赋诗一首——

“朝霞艳，晨风爽，新露舞霓裳……看
我中心渔港，十二勇士，钢铁城墙，勇担
当，稳民心，分菜粮，收垃圾，手提肩扛，汗
水湿透防护装，终盼来，胜利曙光。”

这首语言质朴却又情真意切的小
诗，被栾国栋发在了由渔港工作人员临
时组建的一个渔民群里。冯玉勇看到
后，特地截图保存了下来，“大伙儿的心
在一起，劲儿也在往一处使，一切都会
好起来的。”

编号“琼昌渔11999”渔船静静地
停靠在三亚崖州中心渔港，已有整整
122天。

如果不出意外，它本应该在第92
天——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
那天解缆出海，与其他伏休渔船一道
结伴开赴南沙渔场，等到明年五一时
再返航。

长达9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需配备
大量生活物资，为提前做好充足准备，
36岁的船长刘鲁凯特地于7月27日，
便早早从老家赶回三亚，回到了这艘长
60米的大型渔船。

将大米、面粉、土豆、洋葱、蒜头等

“口粮”一袋袋往船上扛，还没来得及将
厨房仓库装满，8月3日，他突然接到一
则紧急通知：立即上岸，接受集中隔离。

事实上，刘鲁凯早有预感。
8月1日深夜，三亚发布关于发现

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通告。通告
中，“崖州中心渔港”成为出现频率最高
的一个地名，也让这处中国最南端规模
最大的渔港一下子被顶上了风口浪尖。

“应该没有多大事吧？”手机刷到这
条新闻时，刘鲁凯心里一惊，但很快冷
静了下来，“可能和前几轮疫情一样，几
天就能控制住了。”

汤军没有像刘鲁凯一样乐观。早

在新闻出来前几个小时，他所在的港湾
公司便已接到上级单位下达的封港通
知。当晚，港湾公司迅速召开紧急会
议，部署疫情防控事项。第二天，崖州
中心渔港正式进入封闭式管理状态。

很快，渔港工作人员登上了“琼昌
渔11999”。核酸采样，焦急等待——
好在结果最终为阴性。

8月 3日，包括刘鲁凯在内的327
名渔民被全部带往集中隔离点。

“一直到这时，我们的心还是挺平
静的。”刘鲁凯估算着，反正距离开海也
还有半个月时间，“应该耽误不了什
么。”

从备渔到封控，渔港突然按下“暂停键”

从着急到互助，大伙儿劲儿往一处使

从“多头管”到精准管，整装待发静候开渔

处于封闭管理中的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本报记者 李梦瑶 摄

8月30日，在三亚市第四酒
店方舱医院关舱仪式上，医护人员
载歌载舞。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