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面对近期
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
势，全国多个省份倡导

“就地过年”。美团外卖
“同舟计划”推出春节关
怀举措，为了给骑手群
体提供充足关怀，将持
续投入大额津贴，为春
节期间坚守一线的骑手
提供补贴和福利，让骑
手获得更高收入。春节
7天假期，津贴总额超过
5亿元。同时，全国有条
件的配送站点，将为坚
守一线的骑手准备丰盛
的年夜饭，让骑手们不
回家也能过个幸福年。
我省约有四成美团外卖
骑手决定留在本地过
年。

以“提升骑手体验，
让骑手工作安心，有获
得感和幸福感”为主旨
的同舟计划，截至目前
有了新进展。美团外卖
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
骑手恳谈会已累计召开
76场，超过16条新增建
设性意见已纳入改进和
迭代计划中。在硬件方
面，升级版头盔、商家端
智能取餐柜已开始试点
投放。骑手在线免费问
诊已在全国 43 个城市
上线，春节前将在近
100个城市上线。

记者 畅凯 文/图

骑手恳谈会已开76场，多条
意见纳入改进计划

此次春节关怀系列举措，是美团外卖“同舟计划”
的一部分。2020年11月底，美团外卖推出“同舟计
划”，这是外卖配送行业首个关注骑手体验和生态建
设的行动计划，旨在从倾听骑手在内的社会各界声音
开始，持续改善产品与服务，提升骑手体验和建设行
业生态。

美团外卖相关负责人表示，“同舟计划”发布至
今，骑手恳谈会已开76场，有更多的骑手加入“产品
体验官”队伍。截至目前，已收集建议约50条，涵盖
骑手侧App功能优化、新骑手体验优化、配送机制优
化等多个层面。其中，超过16条建设性意见已纳入
业务改进和产品迭代计划中。

在硬件支持方面，骑手的升级版头盔已在深圳试
点投放。升级后的智能头盔，具备戴盔检测、自感应
尾灯、蓝牙耳机、麦克风、快捷按键等多个功能。

商家端智能取餐柜也已经开始投放，将有效改善
骑手和商家存取餐体验。商家将餐品放置于取餐柜
之后，订单自动更新出餐状态，平台通过短信及App
向骑手发送“已出餐”通知，有效减少骑手在店等候时
长，提升骑手到店取餐效率，降低取错餐概率。

作为“健康守护包”的一部分，骑手在线免费问诊
已在全国43个城市上线，春节前将在近100个城市
上线。针对冬季常见病症，美团外卖在全国超5000
个站点发放了冬季小药箱，药箱包括各类日常用药，
以后每个季节都将为站点配备季节性常用药，给骑手
多一层日常保障。

记者了解到，升级款智能头盔、商家智能取餐柜
和骑手在线免费问诊等富含科技与人文关怀的产品，
海南骑手会逐渐使用上。

“感谢骑手的辛苦付出，美团外卖将全力保障春节
期间骑手的安全和收入，让大家过一个温暖、‘实惠’的
春节”。美团外卖负责人表示，美团外卖提升骑手体验
与生态建设的行动将会持续推进，将携手商家、用户、
合作商等生态链上下游共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骑手们在春节期间坚守一线，放弃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既是保障用户需求，也是为疫
情防控作出贡献。”美团外卖相关负责人表示，
骑手的身体健康和配送安全是最重要的，将升
级配送站点环境健康监控，加大推广“无接触
配送”服务力度，按照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做好
骑手核酸检测，保障骑手健康和用户安全，全
力做好防疫工作。尤其是春节期间，将全面升
级骑手安全防护措施，每日跟进每位骑手的健
康状况，餐箱早晚必须消毒。同时持续关注骑
手口罩佩戴情况。

近期全国各地气温骤降，雨雪天气增多。
除了提前向骑手发送安全配送提示外，将根据
天气和订单情况，对部分地区适当延长配送时
长、调整配送范围。对于部分因恶劣天气导致
的配送超时将直接免责，无需骑手另行申诉。

春节期间，美团外卖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

投入大额津贴，为春节期间坚守一线的骑手提
供补贴和福利，让骑手获得更高的收入。在春
节7天假期，津贴总额超过5亿元。

为了强化骑手生活关怀，让骑手就地也能
过个幸福年。在严格落实防疫要求的前提下，
美团外卖将在全国有条件的配送站点，为坚守
一线的骑手准备丰盛的年夜饭。受疫情影响
的地区，将联合当地商家为骑手打包年夜饭。
此外，全国配送站点都准备了充足的围巾、手
套、护膝等保暖物资，发放给骑手。

我省约有四成美团外卖骑手决定留在本
地过年，海口龙华站点站长王辉龙表示，为响
应政府“留在本地过年”的号召，除了工资补贴
外，公司还设立了节前冲单奖励、返岗奖励、值
班奖励和开工奖励，多种奖励总计将超过
9000元。公司也在大年三十准备了年夜饭，
标准为人均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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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外卖“同舟计划”推出关怀举措，春节7天超5亿元补贴在岗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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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电影
《拆弹专家 2》在全国上
映，影片中刘德华饰演的
拆弹专家总在生死关头挺
身而出，利用专业知识化
解危机，让观众直呼过
瘾。那么，我省有“拆弹专
家”吗？答案是：有。

在海口城郊的某训练
基地内，有一支“神秘”的
队伍。由于不直接接触案
件，海口特警六大队二中
队主要负责涉爆案件中的
排爆处置工作，为安检、排
爆和侦察涉爆案件提供技
术支持。

X 光机、地下金属探
测器、水炮枪、排爆机器
人、排爆服及排爆头盔
……这些装备分门别类放
在防爆车上。每次接到警
情，海口特警六大队二中
队会驾驶着“战车”，全员
赶赴涉爆现场。等待他们
的也许是一枚小小的山猪
炮，也可能是威力极强的
猛炸药，但不管面对什么，
他们总会全力以赴。

记者 曹宝心/文
单正党/图

由于早期排爆专业人手不足，2007
年，林俊彦主动申请加入排爆队伍，那时
队伍里只有3名排爆手。长期的高压训
练、残酷的实战经历，使得这位身材矫
健、外形俊朗的中队长总是不苟言笑，唯
有在谈论工作和队友时，神情才稍显得
温和放松。

据其介绍，海口特警六大队二中队
建制于2010年，主要负责全省范围内反
恐工作、涉爆案件的排爆处置以及大型
安保场地安检工作。平均每年处置10余
起涉爆案件，搜排爆案件100余场次。目
前该中队共有排爆队员7人，其中主排手
3人，副排手4人，均为男性。“我们到现
场较为常见的是山猪炮、航弹以及迫击
炮，后两种多为历史遗留爆炸物，如工地
开挖时发现的航弹、手榴弹等。”

在正式入岗前，林俊彦并未告知家
人，当妻子在家里发现排爆服后，家人才
真正了解他工作的危险性。刚刚进入排

爆中队时，林俊彦对涉爆装置的处置战
术、技术并不精通，经过不断学习和实战
训练，如今他不仅熟知每一种常见的自
制炸弹、制式炸弹等爆炸装置的内部结
构，还对TNT、硝胺炸药、黑索金等爆炸
物的性能了然于心。

“这是绳钩组，用于简单转移爆炸
物。此外还有排爆机器人，在不确定涉
爆目标物的构造和性质时，我们会通过
排爆机器人接触并转移爆炸物，降低排
爆手的风险。这是自制爆炸物的电子元
件，我们不仅要拆除炸弹，还要自制炸弹，
通过爆炸实验不断完善排爆技术。”在中
队办公室，林俊彦一一向记者讲解各类
排爆装置和设备，如数家珍。

林俊彦说，这是一份游走在生死边
缘的职业，每个进入队伍的人都是百里
挑一，并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我们在正
式上岗之前，至少要经过半年以上的训
练和测试。”

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排爆手的性
格，他们大都内敛沉稳，但是思维敏捷、
判断力极强。

2014年12月，符名慧考入公安系统，
由于自小受母亲影响，他对爆炸物制作有
着天然的敏锐。工作两三年后，他申请加
入海口特警六大队二中队，成为一名排爆
手。他向记者介绍道，排爆手在面对电路
复杂、威力强大的爆炸物时，只有正确和错
误，没有第三种选项，任何的判断或者操作
失误，都有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因此，实战
训练和体能训练是排爆手每天的必修课。

符名慧说：“爆炸物通常处于封闭
的装置内，排爆手要通过X光

机扫射，及时观察和判
断内部的电雷管构造以
及电路装置，并及时进

行拆解。每一种启爆方式都有其对应的
排爆设备及排爆方法，这是一门非常复
杂的学问，有经验的排爆手总能一眼看
出问题所在。”

在实战训练中，队员们通常分为两
组进行“对抗”，一组负责自制炸弹，一组
负责拆解。此外，队员们还进行排爆装
备的穿脱速度训练。据了解，排爆服和
排爆头盔加起来重达70多斤，至少需要
两人才能完成穿脱。

这一整套排爆装备看似坚不可摧，
可实际上，只经得起1米开外、1公斤
TNT当量或2公斤普通黑火药的杀伤
力。林俊彦告诉记者，为了精确拆解炸
弹，排爆手必须双手裸露或只戴一副薄
手套，一旦遇到专业级炸弹爆炸，他们身
上的排爆服只能保证排爆手留有全尸。

由于身体承重力及通风条件限制，穿
上排爆装备靠近爆炸物进行高压作业，对
于每一位排爆手来说是生理和心理的双
重挑战。尤其在海南，夏季高温时出警，
脱掉排爆服后队员们总是大汗淋漓。

长期的承重及高压训练，让排爆手
的颈椎落下了毛病。年仅27岁的符永
是该中队年龄最小的排爆手，在穿上排
爆服数分钟后，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不
适。他说，在拆除不明爆炸物时，这身排
爆服可能要连续穿上数十分钟。

2020年9月20日晚，乐东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
查获一枚自制爆炸物，向省公安厅请求支援。一支由
省公安厅反恐总队牵头，联合海口公安局和三亚公安
局的排爆队伍连夜赶赴现场，符名慧接到指令后跟其
他队员一起登车出发。

排爆队伍到达现场后，符名慧仔细观察爆炸物的
外观，用X光机等设备检测，确定为一枚靠定时装置控
制起爆的爆炸装置。由于爆炸物裹得十分严密，最下
面一根纸筒里塞满了填充物，无法确定填充的火药类
型，有可能是威力极强的炸药，也可能只是泥沙。

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人工拆除这枚爆炸装置。人
工拆除，主排手尤为重要，他必须精通起爆原理及电路
知识，还要有出色的体能。这是相当危险的工作，如果
爆炸装置里是TNT，即使身着防爆服，该当量的TNT
也会对排爆手的生命造成威胁。

这时，符名慧毅然穿上排爆服，他又一次直面死

亡。准备工作完成后，组员撤离现场，留下符名慧和一
把多功能剪。符名慧经过约两分钟的观察，找到一个
突破口，他用多功能剪将爆炸物外壳一层一层地剥开，
露出9根炸药柱。一根根拆除耗时太长，他决定先将电
池与起爆器分开。符名慧顺着电线一根根排除，终于在
一根药柱里发现了电池。他缓慢地将电池与启爆器分
离，然后将炸药柱一根根剥离，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
……直到他将爆炸物拆除完毕，举起右手，险情才算真正
解除。此时，符名慧已穿着70斤重的排爆服工作了20
分钟，当组员帮他脱下排爆服时，他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汗水浸湿了他身上所有的衣服。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那么危险，把炸弹销毁就好
了，为什么非要拆解？符名慧表示，爆炸物上可能有犯
罪分子的指纹等证据，同时爆炸装置的结构和材料能
给案件侦破提供线索。所以，他们会将爆炸物转移到
安全范围，然后拆解取证，必要时才会销毁处理。

除了负责涉爆案件中的排爆处置工作，海口特警
六大队二中队还为安检、排爆提供技术支持。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一天傍晚，一辆接待车
辆经过安检站。安检设备显示，该车辆底部附着可疑
包裹。当时处于安保的战时状态，处置不及时可能会
对会议进程及国家形象产生重大影响。

“晚上光线不足，影响车底检查镜的准确性。如果
包裹里含有易燃易爆或腐蚀性物质，不及时解决，后果无
法估量。”经讨论，林俊彦决定近距离观察来确定可疑包
裹的性质。由于车辆底盘太低，林俊彦无法穿排爆服，

只能趴在地上观察车底的可疑物品。经过徒手检查和
对比，最终排除了是爆炸装置的可能，也让队员惊出一
身冷汗。此次警情总结出的近距离观察法和对比法，
成为安检单位的学习模板，该案例也在日后的培训中
被反复引用。

在每一场大型活动、演出的狂欢之夜，海口特警六
大队二中队总是驾驶着那辆拖有防爆罐的“战车”进入
现场。市民或许会与“战车”擦肩而过，或许毫无所觉，
他们不会知道车里有谁，在做什么，他们只是期待着，
享受那个美好的夜晚。

徒手检查车底可疑物品

X光机、地下金属探测器、排爆机器人……他们装备先进
TNT、硝胺炸药、黑索金等爆炸性能，他们了然于胸

他们拆炸弹时
只有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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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拆除9根炸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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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名慧乐东拆弹现场符名慧乐东拆弹现场（（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排爆手拆弹时双手裸露在外排爆手拆弹时双手裸露在外（（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实战训练实战训练：：排爆机器人在转移爆炸物排爆机器人在转移爆炸物

实战训练时队员相互交流经验实战训练时队员相互交流经验

在儋州挖手榴弹在儋州挖手榴弹（（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记者走近海南“拆弹专家”，听他们讲述
直面死亡，与炸弹“较量”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