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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门村社区地处三亚中
心区域，历史久远，人员庞杂，
自建房普遍。1.5平方公里的
面积里，住户7184户，流动人口
2万多人。这里的建筑并不统

一，鳞次栉比间载满三亚人的记
忆，也承载了不少异乡人的梦想。

苏玉（化名），来三亚后一直在做
鱼贩生意。十几年里换租过多处地
方，港门村是她和家人新的落脚点。3
个月的休渔期让她闲得发慌，软磨硬泡
下，她丈夫同意了一起前往崖州中心渔
港。

8月1日，凌晨2点，往日采购鱼货的
时间。

后视镜里闪过熟悉的夜景，苏玉无心
欣赏，脑子里全是进出多少鱼货，贴补家
用。

离苏玉家 100 米处，有小卖部开张
——“小熙百货”。四个红色大字，直愣愣
地贴在门框上。这是苏玉收摊赋闲的日子
里，39岁退伍军人邢维正开的。“小熙”是他
5岁儿子的名字，寓意直接，也温暖。

8月1日，建军节，往年战友相聚的日子。
忘掉日营业额始终在50元以下徘徊

的苦闷，12个中年男人围聚一桌，邢维正
与战友们有着唠不完的情，直到酒熏夜
深。

……
万家灯火如满树繁盛，点亮了港门人

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琐细繁乱。回到家，
是知足常乐，又一切如常。

一夜无眠

阳光不急不缓地洒在出租屋前。8月1
日中午，从港华市场卖鱼回家的苏玉像往
常一样打开了微信群。这是一个供鱼贩们
交流信息的“集散地”，里面热热闹闹的，有
需要掌握的“行情”，也有真真假假的消息。

“中心渔港是不是有疫情了？要给我
们挨个做核酸检测。”

群里讨论得热烈，苏玉却是心里一紧。
7月28日至8月1日，自己连续5天到

过那里。
她觉得自己应该没那么倒霉，但还是

决定做一下核酸检测。
下午3点，港门村社区三角公园核酸采

样点，来自苏玉等人的10个咽拭子样本被
放入同一个采样管。

约8个小时后，检测结果传来：这一混
管样本初筛呈阳性。几乎同一时间，“三亚
发现1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消息正式公
布。

“怎么会这么巧！”苏玉知道，自己应该
很难幸运地躲过这一劫了。7月 29日那
天，她正是从刚公布的确诊病例手中买回
上百斤带鱼。

原本，丈夫劝说休渔期结束再出摊，但
她实在闲不住，也想着早出一天摊早挣一天
钱。

原本，她也并不会接触到确诊者，尽管
在渔港打过多次照面，但从未直接交易过
的两人，却在那天交易了。

害怕！害怕！害怕！
那一夜，家里的灯一直亮着。苏玉记不

清，一家四口是怎样捱过来的。她只记得，恨
不得自己所有的好运都能出现，赶紧出现。

那一夜，无数盏灯也在亮着。
省、市迅速激活疫情防控应急指挥体

系，全面动员各级各方面立即行动。流调
溯源、现场管控、医疗救治、区域协查……
一间间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一场涉及千家
万户的“战役”悄然打响。

此时的邢维正，粗略扫过新闻后，便关
掉了手机。疫情发生过一轮又一轮，这一
次他觉得问题不大。他并不知道，当天三
亚还初筛出了结果待进一步诊断的4例阳
性；也不知道，一簇簇疫情“火星”已经潜伏
在了“万家灯火”。

两个“港门”

8月2日，早起迎战“50元”极限生意的
邢维正，一如往常告别家人，穿过见缝插针
立着的颜色不一的楼房，怀揣着梦想与钥
匙开启了离家不远的“小熙百货”，码放货
物。于他而言，这是一天生活开启的仪式
感。而这个早晨，他发现不远处熟悉的黄
色小楼竟被蓝色铁皮围挡了，还有警戒线。

黄色小楼501房，正是苏玉一家的租住处。
此时，一家四口已经去了隔离酒店。

而因出现喉咙发干、身体发热等症状的苏
玉，又被转运至三亚中心医院。“妈妈，你不
要怕。”女儿不停地打去电话，安慰她不要
紧张，好好配合医生治疗。

苏玉成了港门村的“1号确诊病例”，黄
色小楼也成了该社区的第一个高风险区。

此时的苏玉感觉“羞愧极了”，得知楼
里邻居因她而被要求足不出户时，她想挨
个发信息道歉，可一想，她根本没有对方的
联系方式，甚至连他们叫什么也不知道。

这些与苏玉一家住得最近的“陌生
人”，后来常常在窗边伸头打探。

窗外多了一顶迷彩帐篷，也多了几个
白色身影。“大白”之一名叫欧国伟，是港门
村社区联防队队员。8月2日一早，得知“港
门村可能出现确诊病例”的他，被安排到了
这里值守。

高风险区，怕吗？不怕。欧国伟起初
的感受和邢维正一样。但出门前，女友还
是反复叮嘱他，“能带的防护装备都带上，
不要嫌麻烦”。该带的确实都带了，只是当
他守着那条空荡荡的小巷时，有那么一瞬
间，觉得自己是在另外一个港门村。

小巷之外的港门村，此时此刻，却是嘈
杂胜往日——

8月2日，三亚宣布在各区开展区域健
康筛查核酸检测。收到短信、电话、广播以
及网格员入户上门通知的社区居民，从高
矮不一、年代不一的自建房中涌出，路边排
起长队，从一条巷子紧凑而弯曲着伸进了
另一条巷子。

扯着嗓子维持秩序的社区干部们，觉
得庆幸：幸好不是冬天。

无关冷暖，只因人多。港门村街巷密
如蛛网，出入口就有22个。每逢入冬，操着
各地口音的候鸟人群涌入，加上本地住户
以及平时租住在此的外来人员，流动人口
数量最高时达到5万多人。

可即便是避开了人流高峰，8月的港门
村，依旧聚集了约2万人。

怎么管？社区工作人员100多人，全部
放下手头工作，一头扎进抗疫一线。

工作人员不够怎么办？建群，把社区
民兵、团委志愿者都拉进来，动员一切能动

员的力量。
8月2日，就在“小熙百货”开张的第24

天，小熙的父亲、这名退伍军人，关掉铺面，
主动当起了港门村抗疫的第一批志愿者。

深夜的烈酒，在清晨化成了缕缕清冽
的风。

与邢维正相聚的11个战友，此时也正
奔向各自的抗疫战场。

“拔出钉子”

8月5日，苏玉的丈夫、女儿也接连确诊，
她哭了一天一夜，觉得自己连累了一家人。

那天，三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引发
本轮疫情的病毒为奥密克戎BA.5.1.3变异
株，具有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等特点。

新增！新增！新增！短短5天，三亚累
计发现阳性感染病例437例。

也是在那天，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发出了“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的严峻性，鼓足信心、做足准备、下足功
夫，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的冲
锋令。

从各类聚集性公共活动暂停，到社会
面实行严格管控、社区管控措施全面落
实，再到8月6日三亚全市实行临时性全
域静态管理，随着防控举措的不断收紧，
昔日充满市井烟火的港门村，如同被急速
冷冻。

商铺关门，街巷空旷，只剩“大白”匆匆。
忙着增设核酸采样点、防控卡口的欧

国伟，开始不停检查身上防护服的胶条是
否粘紧。女友依旧不放心，又特地在电动
车上挂了酒精，方便他随时消毒。

当过消防兵、远洋船员的邢维正，直言
见过太多“大场面”。可望着不断攀升的病
例数，他也倒吸一口凉气。担心将看不见
的病毒带回家，邢维正干脆睡在了自己的
小卖部。

有那么几天，这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店
里，甚至还“收留”了另外两名不敢回家的
志愿者。凳子一拼，将就着睡下。通常三
四个小时后，他们就得起来，做好防护，继
续战斗。

抗疫在继续，问题也在接连出现。
有人趁夜色溜到楼下闲逛，有人下楼

取物资时造成感染，甚至还有人“明关暗
开”对外营业……

8月 7日，三亚阳性感染病例累计超
1000例。6天后的8月13日，这一数据已
突破6000例大关。

要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要严格
加强社区管控，充实社区防控力量！

社区管控加严加密，被成片划入高风
险区的港门村，开始采取卡口、封条等隔离
措施，增派人员加强管控，严格落实“足不

出户、上门服务”。
居家问题管住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
社区封控、管控时间一次次延长，居民

家中的冰箱也逐渐清空。每天，欧国伟和
同事们都能接到社区居民打来的上百个电
话，有人要米、有人要油，也有人要锅。一
边是居民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一边是一
线人员忙到连觉都没得睡，这让双方的情
绪都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港门村被划分为9个社区网格，每个
网格2000人到4000人不等，配备的网格长
和网格员却只有3人左右。大家要守卡点，
要做核酸采样，又要统计数据、配送物资，
怎么忙得过来了？”有社区干部直言，在平
时，这些人手还能勉强做好日常服务管理，
而到了“战时”，即便有志愿者的不断加入，
但问题的不断叠加仍超出了他们的极限。

疫情严峻、人手不足、情绪焦虑，一个
个问题如同暗疮，接二连三被戳破。

8月22日，在全省新增阳性感染者数
量已经连续五天呈下降趋势之际，港门村
累计阳性感染病例却升到617人，一跃成为
三亚最严重的涉疫重点社区。

“实践证明，新冠病毒是可防可控可治
的，关键在于抓好第九版防控方案的落
实。”

“要把一颗颗‘钉子’拔出来！要把一
个个‘山头’攻下来！”

……
全省疫情出现拐点之际，一场聚焦三

亚重点涉疫社区（村）的攻坚战迅速启动，
十大攻坚行动、疫情防控“围剿战”等工作
也迅速铺开。

“刮骨疗毒”

十几辆、几十辆转运大巴车，被紧急调
来，一字排开停在港门村外。

67岁老人冯淑桥租住的一栋自建房
里，一下子被拉走12个“阳性”，偌大的4层
楼，成了她一个人的“密接隔离区”；第四网
格内有居民约2000人，在转走300多个“阳
性”、1200多个“密接”后，剩下 500多人
……

尽管社区一下子“空”了大半，但对于
港门村而言，这一招如同“刮骨疗毒”。

转运隔离是切断传播链、实现社会面
清零的关键，越及时越彻底，防控成本就越
低，就能越快打赢这场硬仗！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港门村防控举措愈发果断——

“敲门”“扫楼”精准排查摸清底数，逐
巷逐楼扩大密接排查范围，集中省、市优势
兵力，组建社区工作队，实施同住共管，实
行优先检测、优先流调、优先转运、重点管
控，确保“应转尽转、应隔尽隔，日清日结”。

在摸排中，欧国伟也成了“密接”。起

初，他几次想申请提前结束隔离回到岗位，
但同事告诉他，来自省外、省内的各种支援
力量被编入社区网格，人手不足的压力已
得到缓解。

人力汇聚，带来的是更精准的管控，更
细致的服务。有人为社区居民送菜上门，
有人为血透患者等特殊群体送药，也有人
全天候、三班倒地“进小巷、上楼层”巡查
……

社区居民们注意到，除了跑腿越来越
勤的“大白”，党员干部也纷纷下沉一线，还
有一些电视里的熟面孔频频“到访”，现场
督战。

“要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强化组织领
导，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通堵点、堵住漏
洞。”

“要坚持服务与管理并重，把物资保供
作为重中之重，让群众安心配合防控措施，
凝聚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强大合力。”

“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做
好老人儿童服务工作，把密接者转运完，阻
断社区传播链。”

……
无论白昼深夜，风雨无阻，一道道指令

迅速传达。

万家灯火

苏玉并不清楚过去这些天，港门村究
竟发生了什么。她只记得，8月22日，自己
从方舱回到港门村那天，几乎每走几步就
能看到一个服务哨岗，天上的无人机、地上
的警用摩托，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巡逻。

阵仗很大，但苏玉出奇地冷静，“不怕
了，经历过就不怕了”。

打开厨房的灯，她给自己炒了一盘鸡
蛋和一盘包菜，这些菜有社区发放的“爱心
包”，也有些是楼里邻居们送来的。

8月28日，结束隔离后的欧国伟，也再
一次回到了抗疫岗位。与10天前相比，他
注意到，大量出院、出舱和解除隔离的人员
陆续返家，社区里的防控工作重点也有了
明显变化。

每天手机不离手、频繁刷新疫情信息
的冯淑桥，太清楚“疫情整体呈下降趋势”
有多来之不易。在12个“阳性”邻居陆续治
愈回家后，她自封“楼长”，不断叮嘱注意事
项，一趟趟跑下跑上，帮忙丢垃圾、拿物
资。而疫情发生之前，她甚至不知道楼里
到底住着几个人。

一种温暖的情愫在蔓延，是风雨中同
舟共济的黏合剂，也是疫情下同心战疫的
天然药剂。

港门村，正被治愈，也正自愈。
9月9日，三亚宣布实现高质量社会面

清零；港门村也已持续多日无新增阳性感
染者。

9月15日，三亚解除全域静态管理；港
门村除第九网格外，其余8个网格均实现无
高风险区。

9月19日，港门村全域实现无中高风
险区。

9月24日，三亚高风险区清零。
一张张封条被撕下，一盏盏灯又重新

亮起。
已经在“小熙百货”住了一个多月的邢

维正，终于可以放下电话，回家见一见儿
子了。儿子的最大心愿就是跟他出海钓
鱼，如今可以得偿所愿。

“疫情后，我要吃50串羊肉串，还有50
串牛肉串！”欧国伟想吃烧烤，想走出港门
村，沿着三亚河一直走一直走，直到走不动
为止。“对了，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欧国伟和女友原本没有马上结婚的计
划，但一场疫情，改变了许多。

正如之前总是急匆匆想要开摊的苏
玉，如今唯一的念头就是回临高老家看看
父母，到祠堂许一份平安，“如果再贪心一
点，我还希望今后都能好运，毕竟，最坏的
运气，已经留在了8月”。

秋风又起秋分至，五谷蕃熟间，盼来了
丰收季，也盼来了好光景。

万家灯火故事长，温暖着不曾远行的
人，也牵挂着未曾归来的人。

灯火里的身影，在寻找光中也成了光，
如星火不灭，挂满楼宇。扑闪间，将往日的
喧嚣连起，染红了街巷，映红了“港门”。亮
起时，与白天的阳光相融，有了温暖的力
量，有了澎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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