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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8日三亚发现一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后，为了配合防疫要求，
海棠区餐饮店、小食品店等门店全
部关停。为了能让奋战在一线的工
作人员吃到热乎乎的早餐，三亚传
媒影视集团天涯之声携三亚球记早
餐店，免费为一线防疫人员送去一
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早餐。

潮汕特色猪杂粉汤、石磨肠粉、
小黄牛肉鲜面、酱香东山羊肉粉
……连续几日，一百多份热腾腾的
早餐每天从市区送到海棠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来自广东，在三亚餐
饮业工作了 16年的店老板傅康求
介绍，海棠区发现疫情以后，他们就
一直想要出一份力，让一线防疫人

员早餐吃好。通过三亚传媒影视集
团天涯之声，他们对接海棠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根据实际防疫人员
需求每天提供一百余份爱心早餐。
十几位店员参加了爱心送餐活动。

从 3 月 7 日开始，为了能赶在
早上7点前将早餐送到海棠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让一线防疫人员吃

上热乎乎的爱心早餐，三亚球记早
餐店每天凌晨1点就要开始准备食
材、熬汤，较以往提前了3个小时。
为了照顾大家的饮食习惯，傅康求
还提供各式早餐，为一线人员保证
营养。

“每天送过去他们都在那等着
吃我们的早餐，都夸我们店里的早
餐好吃。”傅康求说：“到疫情趋向
平稳，我们一共做了400份以上的
爱心餐。能为抗击疫情献一份力，
我们觉得很光荣。”

一早餐店免费提供400份早餐助力抗疫
本报记者 刘盈盈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Sy 回看三亚

Sy三亚重点项目一季度“开门红、开门稳”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3月 13
日，记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以下简称“海南医院”）

获悉，该医院于 3 月 14 日 8 时起，
除“愿检尽检”核酸检测暂不开放
外，恢复门诊、急诊、住院、手术、

辅助检查、为军服务等相关诊疗工
作。

针对近期疫情全国多点散发

的严峻形势，为降低感染风险，复
诊过渡阶段，海南医院实行微信预
约实名挂号，门诊窗口谢绝挂号、

加号。另外，根据相关规定，近期
就诊患者及陪同人员均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今日8时起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恢复门急诊及相关诊疗工作
就诊患者及陪同人员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开足马力冲刺！

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A地块预计11月竣工

3 月 8 日，在位于迎宾路旁的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 A 地块正在加紧施工。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从坚守崖州到支援海棠，她义
无反顾、一往直前；每天重复近千次
采样动作，她专业细心、不畏疲倦。

穿上防护服前，她是母亲、是女
儿；穿上防护服后，她是冲锋在前
的抗疫“战士”，她很“渺小”，也很

“伟大”，她就是崖州区崖城卫生院
总护士长刘青莉。

“您请坐，别紧张，头向后仰，嘴
巴要张大点……”2月28日以来，为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刘青莉一直在
核酸采样点连轴奋战。核酸采样是
刘青莉的主要工作，她一边引导市
民游客配合，一边敏捷地把核酸采
样棒伸入他们的咽喉部采样，再将
采样棒放回采集试管中，用消毒液
进行手部消毒，一次采样，一气呵
成，用时不足一分钟。

“我是一名党员，我特别希望能
尽自己的力量为大家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情。”疫情面前，不计个人得
失，只想多尽一份力，这是刘青莉
的信念，她也为此付诸了行动。

3月 3日晚，听到崖州区要派人

增援海棠区防疫工作时，忙碌了一
天的刘青莉来不及跟家人沟通，也
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就报名并连
夜和同事赶到单位，整理增援防疫
物资，一直到凌晨两点；3 月 4 日，
到达海棠区后，刘青莉立刻投入到
紧张的工作中。早上 7 点半，她和
同事按时出现在岗位上，熟练地穿
戴好防护服、面屏、口罩、手套，做
好采样区的清洁消毒……

“待会儿可能会有一种想呕吐
的感觉，在口腔内停留几秒钟，我
尽量轻一点，请您忍耐一下，别紧
张，很快就好。”每次采样之前，刘
青莉都会轻声提醒；采样时，她神
情专注，小心翼翼，最大限度减少
对被采样者咽喉部的刺激。一个班
次下来，刘青莉要完成千次的手部
消毒，双手因为反复涂抹酒精已经
有些麻木，每天要换十几次手套，
边上放医疗废弃物的大垃圾桶要倒
五六次。

“忙碌的身影，急匆匆的步伐。”
这是崖城卫生院的同事们对刘青莉

的第一印象。自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启动以来，无论是信息录入、现场
医疗保障还是异常反应观察保障工
作，刘青莉都会提前到位，清点整
理库房物资，观察接种注射人员的
反应及处置，各个环节做到心中有
数。接种工作结束后，她会在同事
们离开之后，再次检查清理垃圾，
提前做好物品准备工作，最后一个
离开卫生院。

疫情防控期间，核酸采样任务
更加艰巨，常常从早上 8 点忙到晚
上 10 点，大家几乎都没有时间抬
头，累了就靠在椅子上稍作休息；
为了避免一次性防护服的浪费，刘
青莉和同事们尽量少喝水；感觉到
头有些发晕时，才想起自己还没有
吃饭；交接班时，大家的胳膊已经
抬不起来，防护服里的衣服也早已
被汗水浸湿……尽管如此，大家相
互加油打气，直到核酸采样任务结
束。“虽然有辛苦也有心酸，但我是
医务工作者，更是一名党员，这都
是我应该做的。”刘青莉说。

崖州区崖城卫生院总护士长刘青莉：

核酸采样动作每天重复近千次
本报记者 张慧膑 通讯员 林开雄

直冲33℃！

三亚今明两天气温较高
本报讯 三亚的小伙伴们注意了！未来一周，

气温有望再创新高，最高气温或达 33℃，出行要注
意防晒！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省天气总体
较好，气温较高。17日前受东南转西南气流影响，
全岛多云间晴，其中五指山以北局地早晨和夜间有
雾或轻雾。气温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29～33℃，最低气温20～24℃。18日，受弱的切变
线影响，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
地区早晨有雾，五指山以南地区多云。五指山以北
地区最高气温 26～29℃，最低气温维持；五指山以
南地区气温变化不大。

三亚未来两天天气预报，14日白天，全市晴间
多云；最高气温：全市 27－33℃，市区 31℃；偏东
风，内陆地区3－4级，沿海地区4－5级，近海海面
5级、阵风 6级。14日夜间到 15日白天：全市多云
间晴；最低气温：北部山区 19－21℃，沿海地区
22－24℃，市区23℃；最高气温：全市27－32℃，市
区30℃；偏东风，内陆地区3－4级，沿海地区4－5
级，近海海面5级、阵风6级。 （鲍讯）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连日来，在天涯区处处可见一
群逆行而上的志愿者身影，他
们是疫情防控中冲锋陷阵的宣
导员、坚守者、逆行者、接力
员，筑起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坚
实防线，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
的疫情防控歼灭战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天涯区各党群服务中心
（站）认真落实省、市、区关于
疫情防控的重要部署，坚持

“小切口、大服务”凝聚红色力
量，立足于“早”、落实于“细”、
关键在“防”的工作方针，全方
位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服务，
不断聚民心、暖民心，持续为疫
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连日来，天涯区各党群服
务中心（站）的志愿者不讲条
件、冲锋在前，他们事无巨细，用
心做好每一项任务。在核酸演
练点，志愿者们认真维护现场秩
序，协助并引导核酸演练检测人
员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信息
登记等工作，与医护人员、社

工等将战“疫”进行到底，携手
筑起防疫的坚强堡垒。

“请戴好口罩，保持一米距
离，提前打开健康码……”风情
街党群服务中心积极发挥商圈
党员志愿者模范作用，在各大
商场入口处设置了防疫岗，督
促来往市民游客出示行程码，
健康码，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
温并进行登记，严格执行疫情
值班制度，为商圈商户筑牢安
全屏障。

天涯区各党群服务中心

（站）组织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候鸟”老人积极开展“疫情防
控入户宣传”活动，向市民游
客介绍目前国内疫情情况，提
示大家出门佩戴口罩，不扎
堆、不聚集，勤洗手多通风，全

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

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天

涯区各党群服务中心（站）将

继续发挥服务职能作用，全力

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以战

“疫”必胜的信心打赢疫情防
控歼灭战。

植树3000株 育才添新绿

本报讯（记者 林林）3 月 12 日上午，育才生态

区在各村开展义务植树造林活动，全区广大党员干

部和群众充分发扬志愿精神，积极参与到活动中，

为打造美丽乡村、生态宜居新育才再添新绿。

在植树现场，到处是挥锹铲土的忙碌景象。大

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挖坑植苗、铲土入坑、培实新

土，精心栽下一株株树苗。当天，共在全区种下菠萝

蜜、龙眼、青椰、风铃树、神秘果等树苗3000余株。

据悉，作为三亚后花园，育才生态区一直把林

业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近年来连续开展义务植

树造林活动，让森林覆盖率更高，让人居环境更

美。今年以来，育才生态区义务植树活动着眼带动

干部群众齐抓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开展全民义

务植树、认种认养和“森林村庄”创建活动。结合美

丽乡村建设工作，把立才河岸边、村庄周围、街道两

旁作为植树造林重点，推进育才生态区美丽乡村环

境提质增效、道路绿廊、村居宜人，持续深化美丽乡

村创建，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3 月 11 日，在市第七小

学班会课上，各班班主任和同学们再次学习新冠
病毒防范知识，进一步提高师生疫情防范意识，掌
握日常防疫方法，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连日来，三
亚各中小学校、幼儿园采取多种形式，强化疫情防
控宣传教育，全力织密织牢校园疫情防控网络，阻
止疫情通过校园传播扩散，保障校园、家庭和学生
健康安全。

近段时间以来，三亚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在市
教育部门的指导下，持续做好“九个到位”，即疫情
防控措施部署到位、应急预案到位、责任明确到
位、人员组织到位、设施完善到位、物资储备到位、
制度落实到位、风险排查到位、检查督促到位；全
面做好学生在校期间的晨午晚检，对因病缺勤的
教职员工和学生查明缺勤原因，密切追踪就诊结
果和病情进展，严格落实复课复工证明查验制度，
保证返校师生身体健康；所有人员进入校门一律
核验身份、检测体温，校外无关人员及车辆一律不
准进入校门。校园内有家属区的学校，杜绝无关
人员进入教学区域；坚持环境同防和多病共防。
组织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保持环境整洁，做好
校园内部的消毒消杀和通风换气工作；针对流感、
肺结核、麻疹、水痘、诺如病毒等春季多发传染病，
面向师生集中开展健康知识及传染病预防教育，
严格落实传染病疫情防控及报告制度，确保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通过健康教育课、主题
班队会、家校沟通群、校园宣传栏等多种载体，引
导师生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一米线”、少
聚集等良好卫生习惯。同时，提醒广大家长和各
位同学，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场所，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与同
乘者尽量保持安全距离。

三亚中小学幼儿园
强化疫情防控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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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区志愿者齐上阵
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坚定坚定““四个自信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抗
疫

本报讯（记者 刘佳）运输车、施工升
降电梯、塔吊高悬穿梭不停，机械轰鸣声、
敲击声交织成一曲建设“交响乐”。在位于
迎宾路旁的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A地块
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是中国交建
为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三亚CBD
东岸单元开发的首个落地项目，集合商务
办公、商务社交、商务共享、商务艺术等功
能业态，致力打造高标准总部商务中心，
构建国际商务生态新标杆。项目分为A、
B两个地块，其中A地块由中交一公局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建筑分公司承建项目，占
地 19.93 亩，总建筑面积约 9.7 万平方米，
建设内容包括三栋 90米高写字楼及两栋
商业裙楼，是聚集自由贸易、总部办公、商
务金融、商务社交等产业的城市综合体地
标项目。

“我们实行满配资源、工序穿插施工，
同时严控施工质量，保质保量全速推进。”
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 A 地块项目负责
人张磊介绍，项目自春节后复工复产以
来，200 多名建设者开足马力，以一周一
层的建设速度，朝着 11 月竣工的目标冲
刺。目前，项目A地块正处于主体结构施
工阶段，同时，机电综合管线施工、幕墙安
装工程，以及裙楼钢结构施工都在同步有
序穿插进行，预计 2号塔楼于近日实现结
构封顶。

从 2020 年 3 月开工到 3 座塔楼拔地
而起，项目负责人张磊办公室墙上的 24
张照片记录了施工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16米超深基坑挖完之后就出现了涌水、
涌沙，包括地下室水位都比较高，给施工
带来很大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项目技
术组采取技术策划先行，创新形成“沿河
高水头砂层条件下的全套管跟进高压旋

喷锚索施工工法”，不仅保障了施工建设
进度，还荣获 2020 年度海南省工程建设
工法。两年来，项目始终以“目标管理、节
点管控”为管控思路，工艺清晰、工序衔
接、工效控制全过程系统管理；做好专项
策划，技术策划，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形成
具有推广应用价值的海南省级工法 1项，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3项。

安全是“1”，是一切建设成果的底线前
提。张磊说，在项目建设中不仅要打通安
全施工的“最后一公里”，更要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项目已制定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要求每一位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
必须持有健康码、行程码绿码，并配合体温
检测，项目现场及时开展日常消杀，并为工
人发放消毒用品，提高他们的防疫意识。

创新驱动发展，筑牢安全防线，有了
这“双保险”，项目建设者们对实现一季度
建设目标充满信心。“我们预计一季度实
现施工产值约3000万元，全力确保按时、
保质竣工交付。”张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