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6日上午10时许，随着大门被贴上封条，儋州二号方舱医院正式关舱。至此，儋州3家方舱医院圆满完成
任务，全部顺利关舱。其中，三号方舱于8月29日关舱，一号方舱于8月31日关舱。

儋州二号方舱医院是我省规模最大的方舱医院，拥有4800个床位，于8月16日投入使用。在开舱21天里，共
有江苏、山西、山东和广西4家援琼医疗队为二号方舱医院提供诊治服务，投入的医护人员达1580人。

文/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图/本报记者 陈元才

我省规模最大
方舱医院关舱

重点人群“应检尽检”

各市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要在9月15日
前摸清辖区内“应检尽检”人群底数，加强
建档管理，完成“重点人员监测管理系统”
人员名单调整更新，定期落实核酸检测。
常态化防控市县对发热门诊就诊人员、医
务人员等重点人群，每天1次核酸检测。

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常态化防控

近 7 天无本土新增感染者的
市县，按常态化防控要求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对进入农贸市场、超
市、车站等公共场所的人员全部落
实测温、戴口罩、扫地点码、查验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措施。

常态化核酸检测和监测

提 高 疫 情 早 期 发 现 的 能
力，有效筑牢严密防线，坚决守
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
线。进入常态化防控的市县，
要落实全员每 3 天 1 次核酸检
测。

严把关口防控，进出同管

各机场、港口、铁路等入琼关口，
即日起，对 7 日内有本土疫情报告的
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等）旅居史的
入（返）琼人员，登机（船）前查验48小
时核酸阴性证明，落地后在入琼关口
各开展1次抗原检测和1次核酸检测。

进入常态化防控的市县——

应落实全员每3天1次核酸检测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马珂）9月6日下午，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七十二场）举行。海南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综合组副组长、医疗救治组副组长，省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李文秀表示，近期，省指挥部印发了《关于强
化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主要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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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我省欢送
辽宁省援琼医疗队

本报海口9月6日讯 （记者昂颖）9月 6日
上午，辽宁最后一批支援海南的23名核酸检测
队员圆满完成任务启程返辽。我省在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举行欢送仪式，并向辽宁省援琼医疗队
送上锦旗。

据悉，海南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辽宁省卫生系
统共派出由131名核酸检测人员组成的医疗队驰
援万宁，迅速搭建了可达10万管日检测量的“凯
旋号”气膜实验室。该气膜实验室承担了万宁市
80%—90%的核酸日检测量，是万宁开展核酸检
测的绝对主力。自8月9日实验室投入使用以
来，辽宁省援琼医疗队总计完成 142.5 万余管
720.1万余份核酸样本检测。

副省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农
村防控专班组长刘平治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辽宁
省援琼医疗队员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他
表示，在海南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刻，辽宁省援
琼医疗队员逆行出征，夜以继日全力奋战，保障
核酸样本检测工作准确、快速完成，为万宁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增添了海南迅速
战胜疫情的底气和信心。海南人民不会忘记援
琼医疗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期待疫情过后，辽
宁医疗队员带上亲朋好友再来海南，休闲观光，
共叙情谊。

辽宁省援琼医疗队离琼领队衷心感谢海南省
委、省政府和万宁市对其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全力
保障，并表示在这段日夜奋战的日子里，医疗队与
海南结下了深厚的“战疫情”，也深深地爱上了共
同守护的琼州大地。期待海南早日云开疫散，祝
愿海南人民健康平安。

■ 本报记者 马珂 李艳玫
见习记者 陈子仪

手指上磨出的新茧、防护服上的
汗水、方舱医院内不断变长的出院
患者名单，都是他们在海南留下的

“印记”。
近一个月时间里，来自天南海北

的援琼医疗队队员，与海南结下不解
之缘。共克时艰的患难之情，让每一
个离琼返程的援琼医疗队员对海南充
满不舍。

9月 6日，广东援琼医疗队 516
人、辽宁援琼医疗队23人、上海援琼
医疗队9人离琼，至此已有19000余

名援琼医疗队员带着海南人民的感
恩与祝福返程或转战下一个抗疫战
场。

“我们会牢记这份情谊”

“我们的离开意味着三亚的抗疫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现在感觉
非常兴奋，我们可以安心回到广东了，
相信三亚的明天会更好。”9月6日，在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广东省援琼医疗
队总领队崇雨田说。

在三亚日夜奋战近1个月后，广
东省援琼医疗队顺利完成任务，于当
天乘飞机离琼。这支年轻且经验丰富

的队伍，由广东省12家医院的516名
队员组成，大多数队员都参与了广东
本省抗疫工作，也有不少队员曾支援
武汉、上海等地。

一组组数据，见证了“广东力
量”。广东援琼医疗队于8月7日抵
达三亚，8月9日下午进驻三亚第一方
舱医院，整建制接管方舱医院医疗工
作；8月11日，三亚市首例新冠肺炎
患者治愈从三亚第一方舱医院出院；
8月16日，116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三亚本轮疫情以来出院人数首次破
百。截至9月5日，三亚市第一方舱
医院收治患者4257人，累计出院患者
3025人。

琼粤同心，守望相助。在离琼当
天，广东省人民医院援琼队员改编演
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发布，致敬广东
援琼医疗队全体队员。“我们很荣幸和
海南人民并肩战斗，共铸峥嵘岁月，共
同守护这北纬18度的美丽和温暖，并

为之倾尽全力。我们会牢记这份情
谊，祝福海南，祝福三亚。”广东省援琼
医疗队队员张蓝溪说。

为指尖的新茧感到光荣

“向援琼的勇士们致以最崇高的
敬意！”“今朝凯旋，感恩逆行，祝返程
平安顺利！”

9月6日中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援琼医疗队（以下简
称上海瑞金医院援琼医疗队）9名队
员踏上归程。警车开道，大巴车缓缓
驶出博鳌乐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海南博鳌研究
型医院）（以下简称瑞金海南医院），路
旁的干部群众向他们挥手送别。

8月7日，上海瑞金医院援琼医疗
队火速集结，分批出发，支援琼海核酸
检测。

在琼海疫情防控压力最大的时

候，为尽快得出精准的核酸检测结
果，上海瑞金医院援琼医疗队领队
戴菁带领医疗队全员多次通宵加
班。在和病毒竞速的过程中，检测
队员常常一手拧开红色的采样管
盖，一手提取检测样本，提高检测
速度。

抚摸着因为拧开采样管盖而生出
新茧的手指，上海瑞金医院援琼医疗
队员龚淞颂觉得光荣，这是她与病毒

“赛跑”的痕迹。
截至目前，18名上海瑞金医院

援琼医疗队员及瑞金海南医院 11
名医护人员累计完成核酸检测逾
31万管。其中，5名队员还未来得
及歇息，再次背上行囊，支援成都

“战场”。
一个月来，折返于病房和实验室

的范臻佳未能好好欣赏海南的风景：
“等疫情结束后，再与琼海重逢。”

（本报海口9月6日讯）

截至9月6日，1.9万余名援琼医疗队员离琼

“很荣幸和海南人民并肩战斗”

本报海口 9月 6日讯 （记者马
珂）9月6日下午，海南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七
十二场）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发布
会上获悉，9月5日，全省报告感染者
数继续走低，三亚疫情进一步下降，乐
东实现社会面清零，海口、东方、万宁、
临高、陵水、澄迈均处于零新增状态，

定安、五指山、琼海、昌江连续17天以
上无新增。

9月5日，全省新增感染者数14
例（确诊30例，减去无症状感染者转
归确诊病例25例，实增5例；无症状9
例）。30例本土确诊病例中，25例为
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3例为
隔离管控人员中发现，2例为相关风

险人群核酸筛查发现。9例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均在隔离管控人员中发
现。新增感染者主要在三亚（13例）、
儋州（1例）。

为进一步做好全省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印发
《关于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通
知》，要求把好关口，严防输入；加强核

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加强人员密集
公共场所常态化防控。

下一步，海南将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加强疫情研判，及
时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守牢机场、码
头等入岛关口，加强渔船、渔民、鱼商、
鱼市的管理，筑牢外防输入防线；按规
定落实常态化核酸检测，进一步提升

核酸检测能力。清零市县应根据实
际，安全平稳有序做好开学工作，把各
项防控措施做细做实。统筹推进复工
复产，不将企业复工复产中的疫情防
控承诺变成审批事项。其他市县继续
做好疫情评估，牢牢守住疫情防控成
果，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同步谋划复
工复产，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

海南报告感染者数继续走低
三亚疫情进一步下降，乐东实现社会面清零

关注
援琼医疗队返程

三亚：

全面排查薄弱环节
及时堵住防控漏洞

本报三亚9月6日电 （记者李艳玫）9月 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三亚将进一步排查薄弱环节、堵
塞漏洞，防止疫情反弹。

“9月5日新增的1例社会面阳性病例，反映
出三亚疫情防控在社区管控方面还存在短板和漏
洞，社会面病毒传播链条尚未完全阻断。”三亚市
副市长罗东介绍。

为此，三亚将继续排查社会管控的短板和
盲区，重点检查跨区的城中村、城边村。对沿主
干道的临街商铺、零散楼栋进行排查，及时堵住
防控漏洞。守好疫情防控卡口卡点，加强值班
值守，加大人员巡查密度，确保社会面管控不留
盲区、不留隐患，进一步扎紧守牢严密防线。严
格落实高、中、低风险区管控要求，落实“三色
社区工作卡”管理制度，“三保”人员、工作人员
未经许可和查验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不得跨
区流动。

9月5日，三亚组织初三、高三年级正式开启
线上教学，确保“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保障
教育教学质量不下滑，最大限度减小疫情对学生
学业的影响。该市将持续谋划中小学、幼儿园开
学事宜。按照“一区一策”“一校一策”优化完善各
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提前
做好校园消杀和开学前教师居家隔离等工作，为
秋季学期顺利开学打牢坚实的基础。

海口各港口严把入岛防疫关

登船查验核酸证明
落地开展核酸检测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郭萃）为严防省
外疫情输入，海口各港口加强省外来（返）海口人
员检测工作，对7日内有本土疫情报告地区旅居
史的入（返）琼人员，登船前需查验48小时核酸阴
性证明，同时落地后开展1次抗原自测和1次核
酸检测，确保守好港口入岛防疫关卡。

9月6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新海港
看到，入岛旅客下船后，港口防疫工作人员会要
求人车分离，小车开去车辆查验点，散客则进入
散客查验通道，随后所有人员均需出示行程码和
健康码，其中7日内有高、中风险区所在地级市
（地区、自治州、盟等）旅居史的来（返）海口人员
需进行登记并各开展1次抗原检测和1次核酸
检测，抗原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通行。有西藏、
四川、新疆、天津、广东深圳、河北石家庄等11个
地区（城市）旅居史人员则会进入甄别组，需在
港口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检测结果为阴性才可以
离开。

“目前新海港共有58位工作人员负责入岛查
验和安保工作。”秀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旅客入岛后，我们会提醒所有人员主
动报备，按要求完成‘3天3检’，期间做好居家健
康监测，非必要不外出。”

此外，为做好港口服务保障工作，秀英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专门设立了保障队伍，对于老年人、小
孩、孕妇以及行动不便人群会有专人指引通过快
速通道进行核酸检测，以减少等待时间。需等待
核酸检测结果的旅客则在新海港华侨城展示厅总
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等候室等待，屋内宽敞明
亮，设有可调节靠背的座椅，备有自动贩卖机等设
备，可满足旅客所需。

“我们将全力守好港口入岛防疫关卡，保障旅
客和市民健康安全。”秀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
人员表示。

海南中学启动
线上线下同步教学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见习记者 黎鹏

“请大家打开英语课本，今天我
们一起复习高一上册第四单元。线
上的同学，你们能听到老师的声音吗
……”9月6日15时35分，海南中学
高三（13）班新学期的第一堂英语课
开始了。

教室里，班上45名学生全部“到
齐”。只不过，有14名因疫情无法返
校的学生，是通过直播网课的方式“出
现”在课堂上的。

确认直播音频设备运转正常，高
三英语老师谭虎啸开始讲课。以屏
幕上的PPT为蓝本，谭虎啸带领大家
复习了课文里的重点词汇、短语、语
法和例句。担心网线另一端的学生
上课时走神，他不断抛出问题，和学
生连麦互动。

就在谭虎啸上课的同时，高三
（13）班班主任韩振江也坐在办公室
电脑前，进入直播课堂，挨个点开14
名学生的头像，通过摄像头查看学生
的上课状态。

看到线上上课的学生听课状态很
好，韩振江放下心来，并发信息到家长
微信群里：“感谢家长们的支持理解，
上网课的同学今天听课都很认真。”

据介绍，9月5日是海南中学高
二、高三年级学生的返校报到日。但
受疫情影响，该校高二921名学生中
304人暂时无法返校；高三年级905
名学生中有173人暂时无法返校。“学
校在每间教室的教学一体机上安装了
网课直播软件，把老师们的线下课程
同步直播给未返校的学生，确保所有
学生学习‘不断档’。”海南中学高中部
教务科副科长王先驱介绍，9月6日是
该校启动线上线下同步教学的首日，

“从学生、家长、老师们的反馈来看，效
果还是不错的。”

“学校确保所有学生都能高质量
开启新学期的学习，不让一个学生

‘掉队’。”王先驱说，该校安排班主任
为未能返校的学生建立专门的在线
学习微信群，及时跟踪直播网课的教
学效果。一旦网课出现卡顿、听不到
声音等问题，班主任会第一时间联系
学校信息中心解决。同时，每个科任
老师要给线上听课的学生同步布置
作业，学生完成后把作业拍照传给老
师，老师要检查、批改、反馈。晚自习
期间，老师在教室内监督线下学生写
作业的同时，还要利用这段时间为线
上学习学生答疑。

（本报海口9月6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