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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③ ④

①

■ 本报记者 孙婧

“医护辛劳、早来早到，别睡懒觉，
容易变老，衣服穿好，戴上口罩，相互
转告，不要迟到，排队人少，别往前靠，
核酸做好，不要乱跑……”

9月1日早晨6点半，在三亚市崖
州区三公里村，分布在各处的18个喇
叭同时播放广播，为7点开始的上门
核酸采样工作打“前哨”。

三公里村是一个黎族村庄，而广
播里的男中音说的却是带湖南口音的
普通话。这不禁让人疑惑。

“疫情期间三公里村的广播，都是
驻村第一书记许建文负责，他自己写、
自己念，还经常编顺口溜，大家都觉得
挺有趣，也确实给村里防疫工作提供
了不少助力。”省直机关支援三公里村
志愿者领队吴子南说。

疫情防控期间，海南各地借助广
播这一媒介，宣传政策措施、动员群众
联合抗疫，涌现出一批有特色、有亮点
的广播节目。而三亚的这个村庄，做
出的乡村广播有什么不同？

驻村干部变广播员
原创广播词朗朗上口获赞

驻村第一书记，为什么要自己做
广播？

毕竟，许建文身上的角色不少，他
还是三公里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疫情防控三公里点位长，部署防控、协
调人员、监督落实、解决问题……每天
从早忙到晚。

“做广播是‘赶鸭子上架’，但8月
5日我试播了一次，大家反馈还可以，
我就这么做下来了。”面对疑惑，许建
文笑着解释道。

疫情初期，三公里村全员核酸检
测出现混管异常，8月3日当天新增
4名阳性感染者和11名密接者，全村
划为高风险地区，疫情形势陡然严峻
起来。

刚开始，村民还没有足够的防护
意识，不时可见串门聊天、聚集喝茶等
情况。许建文作为点位长，第一时间
部署防疫人员在卡口值守，加强巡逻

和劝阻力度，劝了两天，有些效果，但
不够，“还是要用广播来提醒大家，和
其他管控措施打好配合”。

然而，三公里村防疫人员人力
紧张，原本的广播员去做核酸采样
信息录入和台账整理了，广播工作
无人接手。

眼看急需改变现状，许建文决定
自己来：“广播也是做思想动员工作，
这个我熟呀！”

于是，8月5日上午，趁着休息的
间隙，他拿来一支笔、一张纸，沉思、书
写。很快，三公里村“疫情专题”首期
广播手稿出炉：新冠病毒不可怕，就怕
大家不听话；到处乱跑病毒夸，我们怎
么战胜它……居家就能把毒杀，清零
之后乐开花！

随后，许建文坐在广播话筒前，对
着手稿一字一句地念，将这段防疫顺
口溜传播到三公里村各处。

当时正在村里服务的三公里村志
愿者胡墨蝶，听到广播后忍不住笑出
声：“那口音一听就知道是许书记的，
好在村里年轻人多，大部分村民都听

得懂普通话。”
村“两委”班子中，类似的积极

反馈不少。“他语速慢，吐字清晰，文
笔又好，大家都希望他能继续播。”
三公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文光敏说。

村民逐渐耳濡目染
变“要我防疫”为“我要防疫”

从此，许建文就多了一个“广播
员”的新角色，每天起来先写一篇广播
稿，用手机录成音频，通过广播设备循
环播放。

巡逻间隙，如果收到新的疫情提
示，发现防疫漏洞，或冒出新的灵感，
许建文就找个安静的地方写稿、录音，
随时给乡村广播“加更”：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气温不高，
排队人少，请大家尽快过来做核酸！”

“核酸要做好，回家不乱跑，隔2
米，刚刚好，我为咱村防控立功劳。”

……
不知不觉间，许建文的广播稿纸

攒了一沓。9月1日清早的广播，是他
制作播出的第30期节目。

“有了广播每天循环提醒、耳濡目
染，自觉配合防疫政策的村民越来越
多。”胡墨蝶回忆道，比如组织集中核
酸检测时，大家知道排队要保持一米
间隔，做完核酸不乱跑；当医护人员上
门进行核酸检测时，村民会提前在家
门口等待，提高了采样效率。

自8月4日起，三公里村已经连
续28天没有新增阳性感染者，目前疫
情防控渐渐转入常态化阶段。

“村民们正逐渐从‘要我防疫’
变为‘我要防疫’，看着这些改变，我
感觉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现
在，许建文又有得忙了，被疫情打断
的集中圈养牛栏建设、芒果园建设、
村口漫水桥改造等项目，要看情况
重新推动起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反复‘熏染’，很
多村民也熟悉我的口音了，以后做乡
村振兴工作，沟通起来应该会更顺利
吧。”许建文笑着说。

（本报三亚9月1日电）

十疫情防控普法微课堂

（来源：海南省司法厅 整理/本报
记者陈蔚林）

行为：疫情期间，恶意囤积、哄抬物
价、牟取暴利。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依规予以
处理。对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涉嫌
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
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
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二十五条，构成非法经营罪。

海口12345热线：

省内市县间出行
可自助查询防疫政策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
报记者9月1日从海口市12345热线获悉，该热
线推出了省内市县出行防疫政策自助查询功能，
市民游客可以在“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防疫
信息查询”功能中，查询省内任意两个市县之间通
行的疫情防控政策信息。

另外，“防疫信息查询”功能还涵盖了“健康码
转码”“入琼政策”“出岛政策”“高中低风险区”“核
酸检测采样点”“核酸检测报告”等内容，以及最新
的防疫资讯和热点问题。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钟剑勇

9月1日清早出门后，日头渐渐
火辣起来，大颗汗珠顺着脸颊淌下，
但现年59岁的王爱国仍坚持在定安
县富文镇九所村排查疫情。

省人社厅一级调研员王爱国，
曾在海军某部服役 24年，2019 年
初被选派参加海南乡村振兴工作
队，任定安县富文镇党委副书记、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兼任富文镇
九所村第一书记。今年8月疫情发
生之初，他向镇委请缨，到一线参
加疫情防控。

通往富文镇的主干道，每天过往
的车辆和人员多，一天下来除了吃饭
时间，没有其他休息时间；每逢全员
核酸检测，凌晨5时30分起床，赶到
检测点做准备工作，维持现场秩序
……自8月8日以来，王爱国先后配
合九所村完成7轮13391人次的全
员核酸检测，为九所村有序开展抗疫
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干劲十足背后，还有一层原因：
同是军人出身，王爱国要与他的儿子
王莹“比武”。

在王爱国的示范引领下，从小就
向往军营的王莹，大学毕业后曾在海
军某部服役12年，退役后在中建六
局华南公司海南分公司工作。

“我家的‘老兵’去‘疫线’了，我
这个‘新兵’不想输给他。”今年34岁
的王莹认为，在“老兵”面前自己仍是

“新兵”，但要有军人骨子里勇于担当
的精神。

今年8月17日，王莹得知所在
单位正在援建三亚第二方舱医院
时，立即“请战”，连夜被派往三
亚，投入三亚一个隔离点项目建
设工作。

在工期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王
莹和援建团队轮班上阵，24小时不
间断施工，与时间赛跑、和病毒竞
速。经过他们7个昼夜的奋战，建筑
面积约2.1万平方米、病床2000张、
人员保障物资约2000套的隔离点如
期交付使用。

坚守抗疫一线，一个月未见面的
这对“父子兵”，既有军人的严谨和务
实，也有军人的豁达和开朗。

“‘老兵’，你那边情况怎么
样？今天小腿又抽筋了几次？你
可得悠着点，千万别成了‘伤兵’被
撤出‘战场’！”这是晚上睡觉前，王
莹给父亲打电话时看似调侃实则
心疼的声音。

“‘新兵’，管好你自己吧，你们现
在做的是抗疫工作的重中之重！”王
爱国欣慰之余，幽默地回答。

分隔两地的“父子兵”，每天会带
着彼此的关心入眠，第二天又会在熹
微初露时投入抗疫工作。

“随着我省疫情加快实现高质
量社会面清零，我相信会早日回到
海口与家人相聚！”王爱国信心满
满地说。

（本报定城9月1日电）

退役父子兵
变“战疫父子兵”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疫情期间，消防员干消杀，和其
他消杀人员比，有啥明显不同？”

9月1日下午，面对海南日报记
者的提问，儋州消防疫情处置突击队
队长李翔脱口而出：“咱们有消杀‘三
宝’——电驱动喷雾机、防疫版消防
摩托车和消防车。”

这“三宝”，是儋州消防员开展消
杀作业的“利器”。疫情发生后，儋州
消防第一时间成立了由18名消防业
务精锐组成的“儋耳蓝焰”疫情处置
突击队，奔赴全城高、中风险区开展
消杀作业。要消杀的地方点多、面
多，为了切实提升效率，突击队“头脑
风暴”，“三宝”很快被“发明”出来。

消防车只能灭火吗？不，它还会
扫“毒”。“三宝”中块头最大的，当数
防疫版消防车。李翔介绍，突击队员
通过创新“微改造”，将现成的消防车
变身“消毒车”。消防车出水口两侧
改造连接喷雾水枪，加入氯消净、三
合一强氧化剂等，同步打开车辆自保

系统，车子缓慢行驶，最大消杀距离
可达15米。

“这个大家伙，适合在城市道路、
大面积空旷区域，开展消杀作业。”该
疫情处置突击队指导员谢辉云告诉
记者，针对小街小巷、住宅小区的特
点，消防员们还“发明”了防疫版消防
摩托车，它可以自如走街串巷，堪称
灵活的移动“消毒神器”。

记者在突击队驻地云月路消防
站看到，该摩托车和一般的消防摩托
车有明显不同，车后座两侧安装了水
箱，在车尾部还设置雾状喷头，利用
车载加压给水。“它的消杀距离可达
7至8米，机动消杀，很实用。”谢辉云
说，电驱动喷雾剂，主要用在小区楼
道、室内公共区域等，按照由下到上、
人体周边左右进行消杀。

“三宝”赋能，突击队员化身高效
“消杀员”。李翔表示，截至8月31
日，该突击队消杀作业覆盖70多个小
区、超300条街巷、700多个核酸检测
点，消杀总面积超101万平方米。

（本报那大9月1日电）

儋州消防创新“微改造”提升防疫效率

消杀有利“器”

②

8月31日，在三亚红旗街
社区入口，社区工作人员、志
愿者、民警多方力量互相协作
配合，安排解除隔离的200多
位居民顺利回家。

②工作人员为解除
隔离居民的行李消毒。

①解除隔离居民排
队登记信息。

③解除隔离居民乘
坐车辆回到社区。

④社区工作人员查
看居民相关证件。

本组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党旗红

抗疫路上的新广播

下沉网格、常态管理、优化服务……

定安多措并举
筑牢群防群治疫情防线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毛景慧）“疫情
防控，人人有责。请大家戴好口罩，不要聚集
……”8月30日上午，在定安县定城镇仙沟社区，
网格志愿者黄丽、陈明媚正拿着喇叭走街串巷上
街劝导，引导群众注重个人健康防护。

“仙沟社区人口多，人员流动性强，附近还有
高速公路互通路口，外防输入压力较大。因此县
里安排了12个责任单位到我们社区，轮流派员下
沉一线，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仙沟社区党
支部书记郑景雄说，这些人员主要负责围绕落实
网格化疫情防控措施，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
防控、检测、人员管理、静态管理等疫情防控措施，
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定安制定出台《关于压实村（社区）网格责
任全面加强疫情期间社会面管控的通知》，按照该
县创文创卫划分的网格责任片区和县直机关单位
包点联系镇村工作安排，要求全县机关企事业单
位合理分配人员力量，到所包点的行政村或卫生
责任片区开展疫情期间社会面管控和配合做好核
酸检测等志愿服务活动。

此外，为解决便民需求，定城镇还在主城区增
设了10个核酸检测临时便民采样点（自费），每天
8：30至11：30、15：00至18：00开放采样，方便群
众就近进行核酸采样。

90后党员孙涛：

用数据领跑流调
用坚守诠释担当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王雷

“这次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在党和人民最
需要的时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警察、我
应该冲在最前面。”面对新一轮疫情，五指山市公安
局“90后”民警孙涛选择主动请缨，奋战“疫”线。

“流调溯源，就是与病毒赛跑，必须做到快、
细、准、全，才能迅速阻断病毒传播渠道。”在流调
溯源组工作，孙涛负责搜集流调信息，并迅速研
判、推送、反馈。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某天晚上，孙涛接到一道
命令，对一名确诊病例开展流调。他立即通过数
据平台进行筛查，最终筛查出37名密接者，为迅
速落实精准流调管控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孙涛态度严谨，思路清晰，提出许多建设性
建议，并得到有效落实。”五指山市公安局负责
人说。

工作中，对于密接者、次密接者相关流调信息
不全的情况，孙涛主动协助有关人员开展信息收
集反馈，迅速完成信息闭环。对密接者、次密接者
的核酸采样、运转、隔离、线索推送等涉及多部门
的工作，他牵头组建微信工作群，直接对接每个点
位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打通信息壁垒，协助建立起
管控对象信息推送、上门核实、分析研判、转运管
控及综合信息收集的信息闭环工作机制，确保流
调溯源工作做到“快、细、准、全”。

自8月6日以来，孙涛共将1000多人信息精
准分流到各部门，实行精确管控。同时对1800多
名人员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分类，找出“重叠”人
员，避免流调小组做工重复，确保人员应查尽查、
应管尽管。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