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2022年9月16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刘笑非 美编：孙发强 检校：卫小林 蔡法A07

■■■■■ ■■■■■ ■■■■■

黄江燕1万元物资、海南香蜜源
农业开发公司 1万元物资、黄光助
5000元、邢孔保6000元、优宜家超市
2000元、乐东中润泰建筑公司2000
元、六福挖配口罩50000个……

这是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抱一
村的一份捐助名单，名单很长，共有
900多人。

本轮疫情发生后，抱一村于8月
10日被划为高风险区。面对来不及
储备生活物资的村民，村党支部立刻
与在外工作和村里的热心村民联系，
8月13日下午，临时组建的“抱本乡

亲乡情浓群”便发出募捐倡议书，当晚
就筹集了4万多元善款。

8月14日，在村委会发动下，村
里的热心青年又创建“抱一村抗疫自
愿助力群”发起募捐。接电话、加微
信、收善款，公示捐款明细及采购的物
资品种、价格、数量和金额。短短几
天，这个以村民为主的微信群就有了
470多人。

两个抗疫募捐群的建立更激发大
家的爱心和热情。在外地做律师的邢
孔保多次募捐；外嫁女李银雪发动孩
子和丈夫募捐；父子、母女、夫妻、兄

弟、姐妹……捐款的人越来越多，也有
更多群体加入进来：村里老人组织的

“乐东崖州民歌艺术团”集体捐款，海
南省乡村振兴促进会闻讯捐助2000
元……截至9月7日，两个群共收到
900多人捐赠的49万余元善款。

自8月15日起，抱一村便统筹安
排购买及发放生活、抗疫物资，分四批
次将爱心物资发放到村民手中。面对
人手不足、户数较多等发放物资的难
题，该村党支部组织村干部、志愿者，
发动家人、朋友，将爱心物资分装、配
送服务落到实处，在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将“爱心包”发放给全村
1700户4000多名村民，给静态管理
中“足不出户”的村民极大的温暖。

此外，村民们还踊跃、自发捐款捐
物，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志
愿者和村干部送上解渴水、热饭菜。

两个抗疫募捐群也成为了“爱心
群”“连心群”：抗疫的通知和要求在
群里及时发布，村民求医求药求送燃
气的信息在群里发送……与捐款捐
物等有关的信息每天交替更新，群里
延伸的不只有爱心，还有团结一致战
胜疫情的信心。

众志成城 捐款捐物助抗疫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上，
有广大医护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
员等日夜奋战在一线。也有赶写各种
疫情通告简报，及时发布各种疫情信
息的文字工作者，他们虽没有化身“大
白”深入一线，但他们同样为打赢疫情
防控这场大仗硬仗默默奉献。乐东黎
族自治县政府办副主任卢捷就是其中
的一员。

“8月4日凌晨4时接到通知后，
我立即赶往了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卢
捷说，当天凌晨，乐东发现一名核酸检
测初筛阳性人员，全县立即进入“战时

状态”，她凌晨赶到指挥部时，乐东县
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已开始部署疫
情防控工作，她需要立即拟一份通告。

当天上午，乐东发出本轮疫情第
1号通告：关于寻找涉疫重点人员的
通告。

不到200字的通告，需要与卫健
部门、宣传部门、相关乡镇等单位联系
对接，同时与多个部门反复核对关键
信息。“疫情信息发布不仅要快，而且
要准。”卢捷说，写这份通告她前后打
了20多通电话。

8月16日，乐东连续发布7个通

告。当天，卢捷忙到下午才赶紧吃了
几口饭，晚上又到深夜了才吃上晚
餐。“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这
样，大家已进入了真正的‘战斗状
态’。”卢捷说。

投身抗疫一个多月来，卢捷所在
的综合组10多名工作人员先后撰写
百余份通告。“没有一个人回家休息，
累了就在简易小床上躺一会，另一个
人顶上去接着工作。”卢捷坦言，这让
她感受到了“抗疫精神”。

9月11日，乐东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第100号通告：“9月 11日 6时

起，乐东无中、高风险区，全域解除静
态管控，转为常态化防控。”

通告发布后，综合组所有工作人
员都特别开心。有的打电话给亲戚朋
友，有的第一时间发朋友圈，迫不及待
地分享这个好消息。

这是卢捷参加工作以来加班最多
的一个月，但她觉得同样是收获最大
的一个月。“关键时刻，大家都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卢捷
说，这次抗疫经历将是她一生的财富，
那些灯火通明的夜晚将永远刻在她脑
海里。

默默奉献 日夜加班写通告

“您好，请坐！请把舌头伸出
来，谢谢你的配合！”短短一句话，
一个多月来，罗亲俊不知道说了多
少次。

罗亲俊家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
镇，在乐东发生疫情后，他积极响应共
青团乐东县委发出的招募令，在8月4
日向九所镇卫生院递交申请，成为了
一名志愿者。

“我是学医的，这时候就应该冲上
去。”罗亲俊说，面对传染性很强的变
异毒株他其实也害怕，但使命感和责
任感战胜了顾虑。

罗亲俊学的是中医，此前没穿过
防护服，但他主动提出做核酸采样
员。乐东开展全员核酸采样期间，他
还与信息采集志愿者陈纪向组成“上
门采样小组”，挨家挨户上门为行动不
便群体采样。

全员核酸采样第一天，长长的
队伍、炎热的天气，部分村民使用智
能手机不熟练、对采样工作不配合
等情况，都曾让罗亲俊气馁，但他没
有后退，而是继续带领志愿者到每
一条队伍当中，耐心向村民解释、与
村民沟通。

“防护服穿着特别闷，不一会儿就
全身汗透，每天做完核酸采样工作，鞋
子里都能倒出汗水。”罗亲俊说，经历
了一线抗疫，他更能够理解抗疫一线
人员的辛苦。

8月 10 日，九所镇下起滂沱大
雨，罗亲俊依然坚守在一线。当天下
午，他和同事专门来到一位95岁老人
的家中上门开展核酸采样。

“爷爷，我们来为您做核酸检测采
样，别担心，很快就好。”罗亲俊半跪
在老人跟前说。采样完成后，看到老
人家的窗户紧闭，他还专门帮老人打

开窗户通风。
上午进行核酸采样，下午罗亲俊

又深入高风险区，为高龄独居孤寡老
人送去粮油米面等生活物资和口罩、
酒精等防疫用品。

乐东抗疫一个多月，罗亲俊每天
坚守在一线。

“疫情没有也不会击垮我们。”
罗亲俊说，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通
过这场万众一心的抗疫战斗，他深
刻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制度优势，更感受到国家的强大凝
聚力。

青年有为 扛起志愿者担当

“阿叔，排队时不能摘下口罩吃槟
榔。”

“阿姨，您后面的阿婆年纪大了，
能让她排在您前面吗？”

8月17日上午，在乐东黎族自治
县九所镇九所中心小学核酸采样点，
排起了6列长队。在志愿服务队伍
里，又出现了关人婵、关人娟这对双胞
胎姐妹的身影。严实的N95口罩，外
加一层透明隔离面罩，遮住了她们的
大半张脸。

8月17日当天的核酸采样工作

较往常提前了1个小时，两姐妹为此
特地调了闹钟，赶在早上5点半前就
来到了九所中心小学，开始新一轮的
核酸检测志愿服务工作。

这对双胞胎姐妹是九所镇九所村
人，今年刚满20岁。两人看似纤弱的
身体，实际上怀有着一颗“大心脏”。
8月疫情来袭后，两姐妹自告奋勇地
加入了疫情防控队伍。“爸妈听说我们
要做核酸检测志愿者，心里难免担
心。但我俩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更
要站出来帮助家乡人做好疫情防护。”

关人娟说。
临近中午，虽说附近有树荫及建

筑物遮挡，但依然闷热。套着一身严
实的防护服，让两姐妹的鼻尖一直冒
着汗珠，后背的汗水也早就浸湿了隔
离衣。“不能张嘴喝水，那就多走路带
带风，让身体凉爽一会儿！”她俩不时
快步奔走在队伍间，打趣地道出这一
解暑“小秘诀”。

记得上岗第一天，姐姐关人婵就
遭遇了突发状况——那天中午11时
许，尤为闷热的天气让在九所新区核

酸采样点开展志愿服务的关人婵突发
中暑，顿感眼睛昏花，险些晕倒在现
场，好在处理及时并无大碍。“原以为
姐姐会休息两天，没想到第二天闹钟
一响，她又爬起来跟我一起出门了！”
关人娟说。

相仿的身材，同样甜美的笑容，
越发干练的身手。8月8日以来，这
对双胞胎姐妹就一直结伴出现在乐
东九所镇各个核酸采样点，积极协
助现场维序及流调信息采集等志愿
服务工作，得到不少乡邻的夸赞。

同心抗疫 姐妹一线绽芳华

8月28日晚，在疫情防控一线坚
守奋战了整整20天后，位于乐东黎族
自治县抱由镇的福建援琼医疗队厦门
队驻点，百余名医护开始打包行李，准
备次日返程。在这难得的空闲，“80后”
女护师王鹏对着宾馆里的镜子看着自
己多处晒伤的倦容，又想起了在核酸采
样现场那面略显斑驳的梳妆镜。

时间回到8月8日。王鹏与同事
来到大安镇昂外村田裕村民小组，准
备为800多名村民开展核酸采样。但
在临时搭建的防护服更换室里，唯独
缺少一件关键的物品——镜子。

“穿防护服，还要一直照镜子？”起
初，村民们不解。

“病毒传染性很强，穿防护服的每
一步都不能马虎，要把头部包裹严密，
还要戴上护目镜把脸部和眼部挡好，
穿好后还得扭转身体，对着镜子检查
是否有漏洞，这也是疫情防控的规范
流程……”

经过医疗队队员解释，村干部意
识到镜子的重要性。

“要多大的镜子才合适？”村党支
部书记羊泽良急切地问。

“从头到脚，最好能看得清医护人

员腰身的每一个部位。”医疗队队员比
划了大小说着。

“各位村民，谁家有大一点、高一
些的镜子？医护人员现场穿防护服急
用，很急！”很快，村里的小喇叭就响起
了面向全村的“招募令”，但一时半会
儿并未找着合适的。

“我家就有！”村民周丽红刚回完
话就觉得有点“为难”——这是家公、
家婆30多年前结婚时购置的衣柜，柜
门上有一面高1.5米，宽0.5米的长方
形梳妆镜，但它镶嵌固定在门板里，犹
豫片刻，她拨通了家公的电话。

“只要能防住病毒，那就赶紧拆了
拿去给医生用呀！”电话那头，老两口
爽快地答应后，周丽红的丈夫罗玉龙
赶紧找来螺丝刀准备拆卸门板。由于
年代久远，门板铰链既拧不开也拆不
了，最后干脆把镶嵌镜子的整片门板
硬拽了下来，然后送到了医护人员的
更衣室里。

得知这面镜子的来历，王鹏等医
护人员颇为触动。在此后的20天时
间里，这面镜子也“见证”了医护人员
的艰辛，也让该村每一轮核酸采样工
作得以顺利开展。

一面镜子 记录下抗疫温情

8月以来，在没有发生疫情的乐东
黎族自治县万冲镇，却有一户平凡的
家庭面对疫情勇敢逆行，冲锋在抗疫
一线当战斗员、服务员、宣传员，成为
乐东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的家
庭榜样。

“8月8日凌晨接到通知后，我连夜
赶往镇里参加核酸检测采样信息培
训。”万冲镇妇联主席刘俏军说，忙碌一
天没有回家，当晚女儿张灿得知她正参
加抗疫工作，想都没想也立即报名。

因丈夫在外工作，刘俏军在兼顾

本职工作和乡村振兴帮扶联系人工作
的同时，家里的事务也都由她一人打
理。乐东发生疫情后，刘俏军和女儿
毫不犹豫地报名加入全员核酸采样信
息录入志愿者队伍。8月9日以来，她
们分别在万冲镇洋老村、万冲村奋战，
每天都顶着闷热的天气、起雾的眼罩、
湿透的衣服，引导群众有序排队、保持
距离、录入信息，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的老人主动上前做好志愿服务，确保
高效有序采样。

8月14日，万冲镇完成第6轮全

员核酸采样，没有发现疫情。刘俏军
母女俩又主动报名，与万冲镇的援助
志愿者队伍一起，于8月15日凌晨前
往疫情较为严重的九所镇，在多个村
庄连续奋战，与医护人员一起上门入
户、集中录入核酸采样信息。8月20
日，九所镇的疫情缓解后，刘俏军母女
返回万冲隔离。而隔离结束后的刘俏
军也没闲下来，8月25日，她又继续
投入到驻点村——万冲村的全员核酸
采样群众发动和秩序维护工作。

刘俏军的丈夫张攀是一名微公交

司机。8月8日，乐东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时，他立即检查车况，连夜给车充满
电，将车进行全面消杀，并报名参加志
愿者。8月9日便赶到尖峰镇帮助转
运核酸采集样本，每天往返乐东县城
和尖峰镇160公里，累计运送核酸样
本68趟。

“我们一家三口参加抗疫，都是主
动报名的。”刘俏军说，抗击疫情，每个
人都应该尽一份责出一份力，“这是理
所当然的”。

（本版策划 撰文/悦光 玉荟）

一家三口 化身“大白”齐上阵

“他们用跑僵了的双腿、喊哑了的
嗓子、熬红了的双眼，以实际行动来排
除辖区疫情防控隐患，全力保障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莺歌海镇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

9月8日，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
镇人民政府写给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的《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8月21日下午4点接到通知，当
晚10点随省高院志愿者服务队从海
口出发，凌晨2点赶到莺歌海镇投入
抗疫。”省高院志愿者李冠沛说。

此轮疫情，省直机关先后派出多

批志愿者支援乐东。作为其中的一
员，李冠沛依然记得这些紧张的日子：
5时20分，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开启
一天的战“疫”；6时赶到工作岗位温
习防护服穿脱教程，披上白色战袍并
互相查漏补缺；7时深入社区开展核
酸采集工作，防护服不一会就汗透，坚
持到当天采样任务全部完成；15时，
在气温最高的午后，为居民运送口罩
和酒精等防疫物资，一直奋战到17
时。

作为信息采集员，李冠沛开展入
户核酸采样共16批 1973人次，在9

月初志愿者人手紧张的情况下，他一
人同时配合两名医务人员采样。作
为抗疫志愿者的16天里，李冠沛连
续作战，每天上午完成核酸采集任务
后，下午和晚上时间整理打包核酸采
样试管，上门为居民发放口罩、酒精
等防疫物资，入户检查和张贴隔离封
条，还要搬运蔬菜、速食品等居民生
活保障物资。

“在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安排等方
面，淳朴的莺歌海人民给志愿者们无
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李冠沛说，8
月27日和30日，有志愿者相继突发

荨麻疹等疾病，社区工作人员连夜帮
忙买到急需药物，并第一时间送到患
者手里。

9月7日下午，志愿者们完成使命
撤离时，该县、莺歌海镇和各社区工作
人员围拢过来，他们口中除了感谢，说
得最多的就是等疫情散尽，一定要请
大家再来莺歌海做客。

莺歌海镇一名工作人员在朋友圈
写道：“看到大家回去了，虽然天天相
处，但不少人连长相都没看清，有机
会一定带他们尝尝莺歌海的特色早
餐……”

浓浓友谊 志愿驰援莺歌海

抗击疫情，是一场
人民战争，人民群众是
主角，也是战胜疫情的
“主力军”。在我省本
轮疫情防控工作中，乐
东黎族自治县在省委、
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充
分发挥群众作用、用好
群众力量，众志成城、
齐心合力，打赢了疫情
防控阻击战。广大群
众奋勇争先，主动配
合，积极支持做好防控
工作，谱写出一曲曲感
人的抗疫战歌。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新安小学核酸检测点，医护人员为市民进行核酸采样。

“双胞胎姐妹”关人婵（右）和关人娟比心。

乐东公安交警按照最高的标准、最高的礼仪，护送福建援乐东医疗队队员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