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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欧威枭）药
店出售的口罩是否符合标准，是否高价出售
发“国难财”，出售发烧、感冒类药物是否严
格执行登记制度？2 月 11 日，白沙黎族自治
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联合该县公安局、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对
辖区开展疫情防控检查。

检查组先后对牙叉农场十六队、二队等
多个卡口进行走访，仔细查看“防疫点”疫情
防控执行情况，查阅了《人员出入登记表》，
并向工作人员了解是否有居民不听劝告强

行冲卡的现象。检查组对“防疫点”工作人
员的工作表示肯定，叮嘱“防疫点”工作人
员：“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保障
自身的安全，倘若遇到不配合检查强制冲卡
的情况，应及时报警，并用手机录像保存证
据，司法机关也将依法严惩影响疫情防控工
作的各类违法犯罪”。

在药店，检查组要求药店工作人员认真
做好出售发烧、感冒类药物登记工作，引导有
以上症状的群众及时到医院就诊。检查组还
对部分早餐店及菜市场进行随机走访检查。

白沙检察院联合3部门加强防控检查

仔细查看“防疫点”防控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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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2020 年的春节前夕，就在大家喜气洋洋辞亥
迎子之际，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从武汉引爆肆
虐神州大地。疫情蔓延，来势汹汹，人们焦
虑、恐慌、茫然不知所措。一时间从城市到乡
村，阴霾笼罩，封城堵路，关门闭户。这场疫
情，让武汉在内的多地春节期间遭遇封城；这
场疫情，让喜庆的节日蒙上了阴影；这场疫
情，让成千上万家庭的团圆梦碎。

由于工作的原因，已整整一年没有回乡
看望年迈的父母了。原本计划一家人回湖
北宜昌过个团圆年，儿子儿媳也欣然同意。
为了行程不受工作影响，确保到时候走得
了，早早锁定了大年三十海口至宜昌的航
班，提前订好票就掐指翘首盼着回乡大团
圆。岂料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
突如其来的疫情阻隔了归乡之路，行程被迫
取消。这个春节不仅很闲，而且还很“咸”。

为了过好这个年，妻子提前回宜昌置办年
货，被隔在了千山万水之外，独自在家乡过
年。仓促留在海口的我，没有年货，不得已，大
年初一冒着“危险”上街采购，平时熙熙攘攘的
大街小巷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一些商店和超
市虽没关门，但摊位上摆着“口罩脱销”的牌
子，口罩、酒精是买不着了，只得匆匆买了点食
品回家。几天足不出户，在家自给自足，一粥
一面，一腐乳一榨菜，倒也自由自在，平时难得
有机会吃的坚果零食，也消灭了不少。大年初
四阴转晴，我认真地戴上口罩，到节前刚完工
开放的红城湖公园，绕湖一周，偶尔能见到行
人，还有人在跑步。大年初五天气进一步好
转，这天是民俗迎财神、吃饺子的日子，我给久
违的美利达自行车加上气，从红城湖出发，沿
美舍河骑行而下，一直到长堤路，从水巷口进
博爱路，骑楼老街不接待客人，但也有些人进
去闲逛。正月初九，再到红城湖公园，已是另
一番景象，来来往往的人与平日相差无几，走
不了几步就要相互让路，不同的是大多数人戴
着口罩。也许是宅在家里太久了，迫不及待走
出来享受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也许是超长假
期就要结束，上班之前先放松放松，人们或走
或跑，谈笑自如，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当然，在这个特别“冷”的春节，也不乏
温暖的瞬间，它来自家人的关爱，来自亲友
的问候，来自朋友大哥送来的馒头、饺子。
尤其是来自抗击疫情前线的好消息和感人

故事，总让人顿生暖意。各地医护人员集结
湖北，无数白衣天使明知前方艰险仍迎难而
上，看到电视里一幕幕感人的故事，常常泪
眼朦朦，也几度哽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是那些勇
敢的逆行者，坚守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用
生命守护我们。与此同时，灾情也是一面镜
子。当下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理性，坦然面
对，积极配合，尽力而为，在这寒冷的冬夜，
发出应有的光和热。

病毒虽无情，人间应有爱。疫情固然
可怕，但比病毒更可怕的是冷漠和无情。
疫情发生后，武汉人一度成了不受待见的
人，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实生活中，一时间

“谈鄂色变”。面对疫情，我们的共同敌人
是病毒，防的是疫情，抗的是病毒，而不是
武汉人。他们也是受害者，并且是最大的
受害者，他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关心和爱
护 。 可 贵 的 是 全 国 多 家 媒 体 及 时 正 确 引

导，一幕幕善待湖北同胞、善待武汉同胞的
温情大爱不断在全国上演。1 月 31 日，中国
政府决定派民航包机分批接回滞留在海外
的湖北特别是武汉公民。紧接着，海南、浙
江、广东、广西、云南等多地为湖北同胞准
备了隔离酒店，免费吃住还给予很好的医
疗条件，让独处异乡的湖北同胞在这个特
殊的春节有了“家”的感觉。灾难面前，我
们更应该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没有什么动物是中国人不吃的”，当时
有多么幽默现在就有多么讽刺。有人调侃，
一直以来都是人把动物关在笼子里，今年春
节动物成功地把十几亿人关进了笼子。面
对健康与生命，一切都要让路，大难当前，我
们必须放下一些物质享受、精神娱乐乃至自
由。当我们身处犹如困兽的现实中时，少了
自由逍遥，少了热闹，但也有别样的体味，原
来过年也可以这样安静地过，享受当下，陪
陪家人，聊聊天；陪陪自己，静静心；吟诗练

字，看看书。平时家里不怎么开伙的，也学
着在家里做做饭，过过真正的家庭生活，光
靠吃外卖过日子的，这个春节是有点玩不转
了。非常时期反思过往，面对喧嚣的世界、
嘈杂的社会、浮躁的人心，我们是否该放慢
脚步，是否该用心整理思绪，想想我们究竟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身处日新月异、变化莫
测的世界，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生命唯一，健康第一。这次疫情，无疑
是一次最好的全民卫生防疫教育，人们的自
觉意识超过普法、科普乃至任何一种普及教
育。这次疫情，还给我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
课——生命才是最重要的！除了健康，一切
都是浮云。我们不得不感叹生命的脆弱，不
能不感悟健康需要呵护。在生命面前，金
钱、权力、名利、娱乐等等，都没那么重要了，
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根基，能健健康康活下
来，才是最重要的！可现如今，健康对很多
人来说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身体长
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健康也是一种责
任，因为健康不是一个人的，它是爱人、父
母、子女、兄弟姐妹这个大家庭的。一个人
失去了健康，疾病缠身，不仅自己难受痛苦，
还会给家庭带来很大负担，养育子女、孝敬
父母等等也都成为空话。

2020 年是中国的庚子年，印象中提到庚
子首先想到的就是“庚子赔款”。疫情发生
后网上传出庚子年是灾年的说法，1840 年
第 一 次 鸦 片 战 争 ，1900 年 八 国 联 军 侵 华 ，
1960 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据此民间就把庚
子年说成了庚子之灾，也叫庚子大难、庚子
大坎，也似乎印证了庚子年的宿命。但同
样是庚子年，情形却大不同，因为我们已步
入新时代，当今之中国完全可以跳出这个

“庚子魔咒”。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顽强
的中国人民，虽历磨难而浴火重生，经数千
年峥嵘岁月而巍然屹立东方。更何况今日
之中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上下一心，岂
是以往庚子年可比的。

寒冬终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让我们
心手相牵，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早日驱除毒
魔，迎来春暖花开。也让我们永远铭记这难
忘的春节，收起浮躁与不安的情绪，珍惜当
下，憧憬未来，共同战胜前进中的艰难险阻，
一起守护健康、守护家园、守护爱！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2 月 12 日，
三亚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吴毅等一行人先后到
崖城农贸市场和镇海村委会检查指导疫情防
控工作。当天，三亚市天涯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李清云赴春园社区、朝阳社区、友谊社区
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2 月 11 日，三亚市
崖州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大云到水南村、
大蛋村疫情防控卡点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在崖城农贸市场，吴毅对农贸市场疫情
防控措施和蔬菜等商品的进货渠道、货源供
应、销售价格情况进行了仔细询问，并了解了
市场防控卡点人员在岗在位，场所消毒、人员
体温检测等情况。农贸市场人员密集，又是
群众离不开的“菜篮子”。他要求市场监管部
门要大力宣传疫情防控要求、措施和预防知
识，切实加强农贸市场的消毒、宣传提示等防

控工作；管理人员要担起责任，切实维护健康
安全的购物环境，并确保群众基本生活物资
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市场规范有序。

在镇海村委会，吴毅认真查看了该村疫
情防控工作资料，了解外来人员和返乡人员
排查登记以及村干部值班值守、宣传发动、
消杀防控等工作，并深入村民群众中了解村
干部进村入户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在汇林水苑小区，李清云以探望朋友为
由希望进入该小区，受到执勤人员“拦截”。
李清云为他们严格依规行事和认真负责的
态度点赞。

何大云在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要求，疫
情防控期间要及时发动党员带头宣传引导
群众，营造疫情防控浓厚氛围，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疫情防控
开展以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政法委主
动扛起责任，全力以赴投入到新型冠状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1 月 26 日，由保亭县委政法委牵头成立
联防联控工作组，将全县划分为 224 个联防
联控责任区，把防控监管职责任务落实各单

位、各部门。
从 1 月 25 日至 2 月 12 日，保亭县委政法

委牵头全县各机关单位开展联防联控工作，
累计统筹组织出动排查工作人员 5 万人次，
全覆盖排查了全县 41 个房地产小区、180 栋
办公楼（居民楼）、62 个村委会，并全部按类
别、属地，进行网格化监测管控，筑起疫情防

控的第一道防线。
同时，保亭全县共出动了 158 名网格员，

对全县各村居、社区、商铺、小区等开展地毯
式排查，累计巡查 7 万余人（次），入户走访
约 1.9 万余户，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约 20
万份(条)，全县排查出疫情人员监测对象 1.5
万余人次。

保亭县委政法委牵头开展疫情联防联控

网格员地毯式排查7万余人次

省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医
疗计量器具销售企业2086家

下架47台无证
体温测量仪器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以来，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国

家总局疫情防控计量工作要求，快速响

应，全面部署，加强体温测量仪器监督检

查，对疫情防控计量器具检定校准开通

绿色通道免费提供校准服务，把疫情防

控计量保障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来抓。

据了解，体温测量仪器对疫情的及

时发现和防控至关重要，为确保体温测

量仪器的性能稳定和量值准确可靠，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通知，从 1 月 23 日

起，部署疫情防控专项监督检查，各市、

县局检查辖区内车站、机场、码头、港口

等公共场所配置的体温检测仪器是否满

足使用要求以及辖区内销售的体温检测

仪器是否有出厂合格证，对发现的违法

行为依法从严从快处理。截至目前，我

省共检查机场、车站、码头、高速公路等

公共场所 58 家，检查在用体温测量仪器

233 台/件，均符合使用要求；检查药店、

超市等医疗计量器具销售企业 2086 家/

次，检查体温测量仪器 10123 台/件，发现

无产品合格证的 47 台/件，均已要求商家

下架。

有人利用疫情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儋州新州司法所开展防范宣传

教群众识别
诈骗作案方式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连日来，儋州市司
法局新州司法所深入街道和村庄开展防疫宣传工作的同时，
积极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
防范电信诈骗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电信诈骗案件发生。

据了解，该所通过悬挂横幅及利用宣传车广播，向辖区
群众宣传虚假售卖医用口罩诈骗、冒充航空、铁路公司工
作人员以退票、改签为由实施诈骗、冒充医护人员以提供
医院床位为由实施诈骗、借“献爱心”、捐款为由实施诈骗、
诈骗分子通过网络、手机冒用红十字会或民政等部门的名
义，发布防控新型冠状肺炎“献爱心”捐赠的虚假信息或设
立虚假捐赠平台，利用对方的同情心来行骗、推销假药诈
骗等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段、作案方式以及识别、
防范的技巧。

通过宣传，进一步让辖区群众懂得辨别一些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法，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紧张时刻，提
升防范意识，使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深入人心，也为全国
战“疫”大局发挥出了司法部门应有的作用。

海口美兰区招聘 326名社区辅
助人员充实防控一线

已有78人到岗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梁崇平) 2 月 13 日，海口市

美兰区公开招聘 326 名社区辅助人员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目前已经有两批次 78 人到岗履职。

据了解，为增强美兰区基层疫情防控工作力量和完善
城乡社区治理，充实基层一线力量，美兰区委托海南美贤
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辅助人员
326 名，并将其派遣至美兰区 13 个镇街社区工作。疫情结
束后，经考核和体检合格者，正式派遣至各镇街担任专职
网格员。社区辅助工作人员主要围绕宣传、服务、信息、监
督、响应五项基本职责，通过日常巡查、入户走访等方式，
强化基层网格内疫情防控、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
全、乡村振兴等社会治理工作，为城乡（村）居民群众提供
多元化、精细化服务。

据悉，第一批录用的 28 人已完成资格审查、视频面试、
审核等程序，并于 2 月 11 日派遣至相关社区。第二批录用的
50 人于 2 月 12 日完成派遣，余下 248 人计划于 2 月 14 日前完
成派遣。

三亚市区两级党委政法委负责人率队深入农贸市场和村（居）检查指导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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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春节感怀
□张云军

日子能日复一日是好事
□傅最爱

白天睡多了，晚上让梦给惊醒了，辗转反侧，起身进了
洗手间。

对面顶楼的灯光通亮，阳台和客厅的门窗都关紧实了，
它都能让我一下摸到手机。

才 4 点刚过，钻进被窝刷着关于疫情的最新消息，每天
的数字都在增加，心也跟着一起沉重。

前天又接到群里新通知要 10 号才能上班，跟我猜想的
一样，形势比较严峻。

从来没休过如此长的假期，这个年人人过得不一般。
去年 12 月底就关注到武汉有肺炎病例，1 月 5 日已有 50

多人感染，发信息给儿子叮嘱他：去学校卫生室买口罩，不
要去校外吃饭，人多地方戴上口罩，9 号回家路上一定要戴
口罩。儿子回复：嗯！

幸好回家早，想想现在的武汉，真是不敢相信，其实疫情就
在每个人身边，不幸每天都有，我们天天窝在家里是幸运的。

我昨天吃饭时还跟孩子们说想去娘家转转，女儿说你是
想外婆屋里的酸菜吧，儿子看看我接着吃没做声。

我就是想回家一趟，已两星期没见着他们。
每天除了手机，就是锅铲不离，还有拖把。足不出户知天

下，一日三餐花样新，干净整洁利身心。孩子们吃得高兴。客
厅有个电子秤，干摆着，不想称重。女儿值了两天班，还有一
天。让她值班有个值班样，骑车路上注意安全，下班不要瞎
逛。白费口舌，回家不是买吃的就是买喝的，一点都不听话。
儿子倒是没地去，武汉回来的，不受欢迎对象。在家自觉闭关
了20多天，也就回了奶奶家两次，初一跟我去了趟乡下。儿子
跟我少言寡语，倒不是他书呆子气，我认为是长大了。去年8月
入学通知书还没到，我就早早添加了武汉的天气预报，时刻看
看，好及时叮嘱他。有一次打电话：崽呀，今天天气这么好，你
晒被子嘛？儿子：下完课去，你怎么知道这边大太阳？我：咱家
跟武汉那不隔壁嘛，家里也是大太阳。儿子笑着说：哦！

听到楼下有扫地的声音，不知不觉天快亮了，新的一天
开始啦，重复昨天的事情，想着要把冰箱里的东西一样样都
消灭了，待到出门上班时再补新鲜的。日子能日复一日是好
事！大家都好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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