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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信息窗信息窗

海南这些农产品
急寻大宗采购买家

1. 琼中黎母山镇新进农场有8万至10

万斤泰国红宝石青柚待销

联系电话：陈先生 18789000338

2. 万宁和乐镇西坡村有 8000 斤莲藕
待销

联系电话：李先生 13976511279

3. 儋州大成镇朝鳌老村有 16 万斤皇

帝蕉待销

联系电话：余女士 13976867610

4.万宁礼纪镇有10万斤冬瓜待销

联系电话：钟先生 13098905958

5. 东方绿橙有60万斤待销，每天采摘
量3万斤，4—6元／斤，可打包礼盒装

联系电话：陈先生 13976718355

6.乐东万冲镇卡法村有3万斤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刘先生 18089788345

7.海南省肉鸽行业协会会员有12万只

鸽子待销，可以杀好冰鲜或急冻，按要求包

装好

联系电话：郑先生 13389812008

8. 临高多文镇红旗三十队有 5.6 万

斤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钟先生 18289805970

9. 儋州光村镇留村有1万斤黄笋和白

笋待销，2元／斤

联系电话：徐先生 13368968949

10. 澄迈金江镇山口村有5000斤马来

西亚无籽蜜柚（青柚）待销

联系电话：朱先生

17700980455/13976103129

11. 万宁龙滚镇治坡村有 5000 只十年

老草龟待销

联系电话：谢先生 13337670370

12.琼中黎母山镇松涛林场有 2700 只

成品鹅待销

联系电话：杨先生 18385692764

13. 乐东利国镇抱岁村广园坡高速路

口旁边有2000多斤火龙果待销

联系电话：邢女士 13698987872

14.乐东利国镇抱岁村1000只鹅待销

联系电话：王女士 1300506978

15. 琼海嘉积镇不偏村有 200 只鹅待

销，可以帮忙宰杀

联系电话：吴女士 15808970113

16. 屯昌新兴镇兴诗村委会大塘坡村

脱贫户有200多斤蜂蜜待销，68元/斤

联系电话：陈先生 15808970113

如果您有待销的农副产品需要帮
助或者有采购意愿，可以拨打海南乡
村振兴网助农专线：0898-66810080，
也可以关注“海南爱心扶贫网”微信公
众号进行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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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疫情防控普法微课堂

行为：在疫情期间，故意传播新冠肺
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

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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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者抗拒疫情

防控措施，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已经确诊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

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

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

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

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

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

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来源：海南省司法厅 整理/本报
记者 陈蔚林）

关注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杨文雪

“我们村被评为‘无疫村’了，这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9月8日，
龙滚镇多格村党支部书记曾才高兴
地说道。

多格村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带
头、全员发动”的工作思路，多措并举
筑牢基层防控屏障，以“五员”模式同
心协力抗击疫情，全力护航“无疫村”
创建工作。

集结采样信息“收集员”。“不会扫
码的我来帮你操作！”“没有健康码请

出示身份证。”多格村集结6名热心村
民等组成青年志愿服务队，协助村“两
委”干部，录入核酸采集信息，维持核
酸检测队伍秩序，累计采集核酸检测
人员信息11900多人次。

做好后勤物资“搬运员”。“阿公，
菜给您放门口了，生活物资上有需求
尽管和我说。”为保障管控期间村民生
活物资供应“不断档”，保供专员谢南
海每天负责对接各村小组，统计村民
所需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并及时发放
到村民手中。“多格村辖区有8个自然
村，315户家庭，居住地比较分散，管
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谢南海说。面

对艰巨的物资搬运任务，他没有丝毫
懈怠，全力保障物资正常供应。

做好意识提升“宣传员”。“从涉疫
地区回来的人要自觉居家隔离，一会儿
要入户做核酸，请大家积极配合！”“请
大家不聚集、不扎堆，按时参加核酸检
测，共同巩固无疫村创建成果。”村民小
组长周正空通过入户走访、大喇叭宣传
喊话、粘贴“无疫村”创建海报等方式，
每天带队做好意识提升“宣传员”，传播
防疫知识、防控资讯等内容。

化身巡逻管控“侦查员”。“请问
您家近期有人从外市县返回吗？是
否做过核酸检测？”经过前期细致地
走访摸排，多格村将全村8个村民小
组划分成8个网格，每个网格都由本
片区的村民小组长担任责任人，他们

发挥熟悉本村情况的优势，组织村民
配合做好核酸检测、人员排查等工
作，依托“小网格”发挥“大作用”，确
保疫情防控工作覆盖到所有村民。

当好生产发展“服务员”。为确
保疫情防控期间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群众生活有效保障，多格村每天通过
各村组微信群收集村民复工复产需
求，对有农事、农产品售卖需求的村
民集中力量全力保障，确保不因疫情
耽误农事、农民利益不受损失。截至
目前，共协调周边调来2台联合收割
机开展水稻收割，收割水稻近 300
亩，帮助农户销售凤梨近6000斤、肉
鸭近2000只、蔬菜近1000斤、槟榔
2000斤，凝聚起群防群控、联防联控
的合力。 （本报万城9月8日电）

万宁龙滚镇多格村：

“五员”模式创建“无疫村”

暖心故事

■ 本报记者 袁琛

9 月 8日，万宁市万城镇，杨师
忠在电脑上翻阅整理自己拍摄的照
片和视频。近一个月以来，他用影
像记录抗疫一线，并整合成抗疫日
记。这，将成为他开学第一课的内
容。

杨师忠是万宁中学一名美术老
师，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本轮疫情
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加入当地的
志愿者队伍，并带着相机，奔走在疫情
防控一线，用手中的镜头，捕捉抗疫故
事，定格感动瞬间。他将把在“疫”线
的所见所闻，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主
题，与学生们分享。

“我相信，这会成为令同学们印象
深刻的‘开学第一课’。”杨师忠一边展
示一张张照片，一边向海南日报记者

介绍镜头背后的故事。
在万城镇，党员干部分类搬运防

疫物资，确保防疫物资精准、及时发放
到每个人手上；在万城镇朝阳社区，来
自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护士唐志
敏，正在高风险区挨家挨户做核酸采
样；在和乐镇西坡村，多方联动搭建销
售平台，让农户滞销的莲藕有了新的
出路……

令杨师忠感动的除了镜头里的一
幕幕，还有镜头外多次偶遇曾经教过

的学生的经历。
9月1日深夜，在万城镇西门社

区一处防疫卡口，杨师忠突然被一
个声音叫住，“杨老师，是你吗？”

杨师忠定睛一看，竟是自己教过
的学生李英明。此时他正穿着志愿者
马甲，查验过往车辆人员信息。

“现在西门社区还是高风险区，你
怎么到这来了。”看着深夜还在站岗的
李英明，杨师忠颇为心疼，叮嘱他一定
要做好防护。

这样的相遇，还有很多。他们或
是“疫”线志愿者，或是医护人员。每
逢相遇，杨师忠都会给他们多拍几张
照片。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他心中洋
溢着说不出的自豪感。

“一批批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
扛起担当，守护家乡。作为教师，我
想把抗疫故事讲给更多学生听，让这
种奉献、担当的精神传承下去。”杨师
忠说。

（本报万城9月8日电）

万宁一美术教师用镜头记录战“疫”时刻

“把抗疫故事讲给更多学生听”

党旗红

■ 本报记者 袁宇

本轮疫情发生后，海南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积极响应省委号召，派出机
关抗疫志愿服务队3批共33人驰援
三亚、万宁抗疫。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的13名女党
员干部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险，连续奋
战，为党旗党徽增添光彩，在抗疫一
线彰显巾帼风采。

省人大抗疫志愿服务队队员李

华萍将于明年3月退休，8月6日收
到紧急通知后，主动请缨抗疫。赶赴
三亚后，作为省人大志愿服务队的

“老大姐”，她和队友们轮番转战于疫
情严重的社区。

8月的三亚，骄阳似火，李华萍冒
着高温坚守在红旗街社区的2条中风
险巷道卡口，严格落实“足不出户，上
门服务”的防控要求，烈日或暴雨下一
站就是8小时。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脱下后能挤出大量汗水，即使辛苦，她

也坚决不下火线，“只要能守住第一
关，这点累不算什么。”李华萍说。

省人大抗疫志愿服务队队员褚昕
恬，此前在三亚天涯区扎南村参与防
疫工作时不慎受伤，右手臂被板房铁
皮割开一条十几厘米长的创口，送医
后共缝了11针。8月30日，伤口拆了
线的她主动请战，重新归队，继续奋战
在天涯区儋州社区的疫情防控一线。

身兼多职、连轴转，是省人大抗
疫志愿服务队队员符才娜的工作写
照。符才娜不仅主动承担了联络员、
信息员、后勤保障员和简报员等任
务，还常常和队员们在凌晨5时就身
穿防护服出发来到驻守的社区，挨家

挨户喊醒睡梦中的居民做核酸检测，
顶烈日、冒暴雨连续奋战数小时，协
助尽快完成全员核酸检测任务。

省人大抗疫志愿服务队队员杨
小涵和医护人员冒着高温，挨家挨户
为一栋居民楼做核酸筛查。为确保
辖区居民“应检尽检，不漏一人”，连
午饭都顾不上吃。当5个小时做完8
层楼所有住户的核酸检测后，杨小涵
累得晕倒。经过紧急救治，杨小涵才
醒过来，而在社区领导要找人替换她
时，她却说：“不要紧，休息一下就好
了，这时最缺人手，我不能倒下。”恢
复过来后，她又投入到社区封控值守
任务中。 （本报海口9月8日讯）

省人大10余名女党员干部坚守抗疫一线

“疫”线担当彰显巾帼风采
海南电信新员工：
在“疫”线
完成入职第一课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陈小莲

本轮疫情发生后，中国电信海南
公司团委发出抗疫号召，广大团员青
年逆行出征，在“疫”线践行青春誓
言。更有一群新电信人，在“疫”线完
成了入职第一课。

8月17日，陈益宇、林志泓等11名
新入职大学生，积极响应支援三亚抗疫
号召，与其他62名电信志愿者奔赴三
亚，至今已连续奋战22天，他们承担着
信息录入、核酸采样、送餐等工作。

疫情期间，三亚12345热线话务量
增长迅猛，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行，助力
提升疫情防控效率，海南电信三亚分公
司新入职大学生付俊松、李平旺、王珍
晶、柯贤润等报名成为抗疫热线志愿
者，为市民协调解决阳性感染者转运、
物资保障以及滞留旅客离岛等问题。

“一通通电话，解决一个个问题，
我认识到了这个岗位的重要性和特殊
性。”柯贤润说。

“请抓紧时间，病人一个小时后入
舱了。”耳边传来援琼医生的催促，符
华君、陈文杰的心不由得揪紧了。他
俩是海南电信儋州分公司新入职的大
学生，公司新人入职时间延后，但听说
分公司参与建设的方舱医院急缺人
手，二人主动请缨提前到岗支援，全力
保障方舱医院信息化建设。

“有一批药品急需送到隔离区，谁
去？”入驻隔离酒店的当天晚上，志愿
者陈益宇看到领队在群里发的信息，
他第一个站出来响应。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内汗如雨下，防
护服的面屏起雾，心中有些慌乱。但一
想到自己的使命，他很快调整心绪，仔
细辨清了房间号，成功将药品送到。“非
常感谢志愿者，麻烦你们了！”收到药品
的客人的一句感谢，让他感受到了工作
的意义。 （本报三亚9月8日电）

① 杨师忠在万城镇新兴村为陕
西援琼医疗队队员拍摄工作照。

② 杨师忠（左）在万宁市文化体
育馆内的“凯旋号”气膜实验室拍摄。

③ 杨师忠（右）穿着防护服在高
风险区拍摄。

④ 摘下口罩后的杨师忠。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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