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黄 军

昨天凌晨 3 时 30 分，记者来
到高速朝阳口。此时的高速口很
冷清，除了值守的 8 名警务人员
和 2 名医护人员外，没有车辆进
出。“晚上12时到凌晨1时是高峰，
1 时到 3 时就清闲了，等下车又会
多起来的。”姜山交警中队的中队
长李析军是执勤人员之一，因为人
员缺乏，他们这一班从前天晚上 7
时一直值到昨天早上7时。

45 岁的李析军，两个月前
从 东 吴 调 任 姜 山 。“ 我 本 来 想
着，今年总能回家过个年了吧。
结果从年前忙到现在，还没停下
来过。”

话未说完，“生意”上门——
有货车下高速了！这是一辆用于
民生保障的物流车，从奉化方桥那
边过来，前往城区各大超市。民警
为司机测完体温，还回身份证就
放行了。

逢车必查，不让一辆危险车

辆进入甬城，这是警医人员的承诺。
为此，这个检查点还成立了党支部，
将党旗插到了防控疫情的第一线。

寒风凛冽，其中一支贴着“暖宝
宝”的测温枪罢工了，医护人员把它
藏在怀里，用体温“召唤”它复工；凌
晨 5 时 45 分，收费站上方的路灯熄
灭了，现场瞬间变得一片漆黑，警务
人员就让手电“重出江湖”，检查工
作继续⋯⋯

驾驶员中，有人一路过来，过一
关就被测一次，态度不是很友好，但

在警务人员劝说下，最后也完成了
体温检测。更多的驾驶员在测温间
隙会同警医人员攀谈几句：“最近忙
死了吧，你们辛苦了”“加油，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

上午 8 时 45 分，记者离开高速
朝阳口。临走前，接班的民警方世
伟告诉记者，网上有句话他很喜
欢，想以此与大家共勉——“我们
之所以赞颂勇气，是因为我们人类
在明知风险的时候，仍然选择做我
们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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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燕
通讯员 赵欣 降旭

铁路宁波站，是春运期间宁
波人流最集中的地方。

进入后半夜，车站渐渐安静。
030，广播响起，贵阳到宁波的
K4653 次列车进站，站里忽然热
闹起来。这是一趟临时快速列车，
30 个小时前从贵阳驶出，抵达宁
波时，车上约有 440 名旅客。

“列车提早进站了，大家做好
准备。”10 分钟前，铁路宁波站到
达层的两个临时帐篷里，不知道
谁喊了一声，来自南站综管办及
交通、公安、城管、卫健等部门和
相关区县 （市） 的工作人员迅速
就位。连日来，他们坚守铁路宁
波站疫情防控“前哨”，实施 24
小时联合办公，各司其职，对所
有乘火车进入宁波的旅客进行体
温测量，对重点地区的旅客进行
登记疏运，对发烧旅客采取隔离
措施。

因疫情防控需要，铁路宁波
站的到达层仅开放两个出口，分
别通向帐篷的测温、登记点。帐篷
内设有体温测量设备，实施红外

线非接触式测温，旅客只要经过，旁
边的电脑就能显示出体温，避免交
叉感染。

来自海曙运管所的“80 后”党
员钱华荣已经忙碌了 16 个小时。

“目前有不少列车停运了，但春运期
间全国人口流动性大，这趟列车虽
然来自贵阳，但不排除旅客中有与
重点地区人员密切接触者。”钱华荣
说。

20 分钟后，多数体温正常的旅
客已散去，这趟列车留下了 11 名重
点地区旅客。钱华荣打开一个蓝色

文件夹，里面是一叠旅客信息登记
表。“从姓名、户籍、证件号、乘坐车
次、座位号，到 14 天内的行动路线
等，都需要登记。”随后，钱华荣根据
目的地，把这批重点地区旅客交给
相关的区县（市）工作人员，用专车
妥善安置或隔离。

大约凌晨 1 时，铁路宁波站又
恢复了宁静。空荡荡的旅客到达区，
寒意阵阵。趁着短暂的间隙，钱华荣
和他的“24 小时战友”稍稍打个盹
儿，接下来他们将迎接下一趟——
156 抵站的列车。

守好入甬防疫第一关

一线防控·城市 24 小时①
只有严管严控，才能保安全、打胜仗。
面对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宁波全力以赴，严防死守每一个风险点；开足马力，尽可能保障医疗、物资等资源供应；守望相助，避免农村社区交叉感染。
既要守好城，也要护好人。无论是凌晨返甬客集中的火车站、高速门户，还是白天进出频繁的小区村口；无论是分分钟“最接近”病毒的医疗机构，还是加班加点提

供物资保障的厂家、商家，在宁波，一场24小时的全城战“疫”正在进行。
本报今起推出一线防控之“城市24小时”栏目，展现宁波人的“见疫甬为”。

昨天，铁路宁波站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热成像体温感应仪检测入站旅客
的体温。 （周建平 摄）

记 者 陈 敏
通讯员 张林霞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布以来，广大医疗机构成
为防控疫情的第一前哨。在医治
患者的同时，各医疗机构更是重
重把关，以杜绝交叉感染的发生。

昨日 1400，记者驾车来到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东部
院区西门入口处，一名手持额温
枪的工作人员，立即对记者进行
体温测量。据了解，为把住入口
关，该院的三个入口处都有工作
人员把关，对所有进入医院的人
员进行体温测量，包括来上班的
医务工作者。根据医院规定，发现
体温超过 37.5 摄氏度再行复核，
仍为异常者，由专人陪同，按规定
路线转到发热门诊就诊。记者注
意到，所有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被
拒绝入院，外卖、快递一律止于院
门口。对于每名前来医院就诊的
患者和家属，不仅要求测量体温，
还要配合接受外出或接触史调
查，并留下姓名与联系电话。

进入门诊大厅，原本熙熙攘

攘的大厅此刻只有几名患者在挂
号。记者注意到，挂号柜台前，放着
大大的“温馨提示”，提醒患者如果
两周内去过武汉，或是接触过武汉
来的发热病人，要主动到预检分诊
台测量体温，这样的“温馨提示”在
院内随处可见。

在门诊大厅，一名保洁员正在
对地面进行消毒。医院成立了一支
经过专业培训的消毒队伍，每日对
电梯间、公共走廊、候诊厅等区域进
行消毒，对电梯按钮、地面等每日集
中消毒 2 次，院感科随时巡视督查。

对于发热病人的就诊，医院尤
其重视。急诊科主任方建江介绍，
该院特别设置了一幢独立的楼房作
为发热门诊、隔离病区，发热门诊
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型医院，设
有预检分诊台、诊室、注射室、治
疗室、抽血处、拍片室、挂号收费
及取药窗口等。医务人员基本固定
在里面不出来，一日三餐加夜宵都
由专人按照规定程序送进去。即使
发热患者因病情需要留观或隔离，
也会在严密防护下，由专人通过专
用通道、专用电梯进行转运。

重重把关，杜绝交叉感染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东部院区对疫情进行严密防控。
（陈敏 张林霞 摄）

警医人员在高速朝阳口值守。 （王晓峰 黄军 摄）

时间：2月3日030

地点：铁路宁波站

时间：2月3日330至845

地点：高速朝阳口

记 者 厉晓杭
北仑区委报道组 顾霄扬
通讯员 支倩君

“社工今天继续联系隔离人
员上报体温，做好服务工作；新来
的志愿者领完任务后参加值守巡
逻；重点地区返甬人员到社区登
记后，要做好他们的跟踪服务工
作⋯⋯”

昨天早上 7 时 30 分，当记者
到达北仑小港红联社区时，社区
党委书记徐寅红正给大家分派工
作。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从春节前开始，我们已经完
成了 3 轮排查，有 20 户人家 56 人
来自重点地区，正在接受居家隔
离。”徐寅红的办公桌上，放着她
的降压药、感冒药，还有一堆厚厚
的排查登记资料。

她说：“我们只有 11 名社工，
每个人每天要接上百个电话。连
续作战，大家嗓子都哑了。今天我
们有了新力量，区里 40 个人，街
道 10 个人，这些志愿者都是来增
援的。”

红联社区位于小港中心城区，
是一个农、居、商混合，社情相对复
杂的典型老社区。社区有 1.2 万人，
无物业小区 20 个，共 2000 多户人
家，管控防疫压力很大。

昨天早上 8 时，北仑机关党员
干部志愿者陆续到来，大家有序地
忙碌起来。有人蹲守楼道劝导居民，
有人参加义务巡逻，有人在社区帮
忙接听电话⋯⋯

“听说红联社区人手不够，我们
响应组织号召，前来增援。”北仑区
自然资源与规划分局志愿者李杰告
诉记者，他领到的任务是蹲守在无

物业小区楼道口，负责劝导居民、维
护秩序。

做好无物业小区管控是重中之
重。记者了解到，当前，红联社区已
经自发组织了 30 名党员志愿者，分
三组进行不间断巡逻。有物业的小
区已经实行封闭式管理。对无物业
小区，社区则发动居民自治。目前，
240 个无物业楼道都有值守居民，
并实行严格排查。

看到有新的力量加入，正在前
进村教师楼门口值守的81岁退休教
师童谦耀连连称赞：“你们来得真是
时候，基层正需要更多力量支援！”

党员干部增援一线防疫
时间：2月3日730至1000
地点：北仑小港红联社区

党员志愿者正在小区排查进出人员。 （厉晓杭 摄）

记 者 殷聪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通讯员 沈莹

尽管已过平日下班的时间，
但位于江北的宁波凯福莱特种汽
车有限公司的车间内，20 余名
一线工人仍在马不停蹄地工作。

“疫情如火，请大家再加把
劲，一定要在 2 月 5 日前保质保量
地完成工信部布置的 10 辆负压
救护车的生产任务。”为大家加
油鼓劲的是公司副总经理励伟
定，自 1 月 25 日晚接到工信部的
生产任务后，搞技术出身的励伟
定便与一线工人一起扎进了车
间。

励伟定告诉记者，要在 2 月 5
日前生产出 10 辆负压救护车，时
间紧，任务重，加上节日期间供应
商休假等因素，实际留给企业的
时间并不多。自 1 月 26 日复工以
来，加班加点已成为企业的常态。

前天，在连续工作了 2 天 2 夜之后，
这家企业终于完成了 2 辆负压救护
车的生产，并于当日运往武汉。

“您的订单我们正在安排，您放
心，我们一定圆满完成任务！”在记
者采访过程中，励伟定的手机铃声
不时响起。他告诉记者，随着疫情的
发展，他的电话已被各地前来求购
的客户打爆。复工后短短几天内，该
企业已接到 200 余辆负压救护车的

订单，生产周期已排到 3 月底。
“抗击疫情，我们义不容辞。”励

伟定说，尽管当前生产任务艰巨，高
强度的工作也让不少员工腰部旧疾
复发，但在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下，
该企业连续克服了停车位饱和、资
金周转困难、口罩和消毒液不足等
难题。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开足马
力，和全国人民一起打赢这场看不
见硝烟的战争。

加班加点生产负压救护车

时间：2月3日1400

地点：宁波市医疗中心
李惠利医院东部院区

凯福莱战“疫”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殷聪 摄）

时间：2月3日1700

地点：宁波凯福莱
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寒风中，警医人员的坚守

记 者 黄程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通讯员 张孝

晚上 9 时，江北区庄桥街道
洪家村村口，进出的人车已经比
较少了，但是临时检查点的工作
人员仍然严阵以待。简陋的工作
棚内，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党
员志愿者组成的小组分工合作，
把守村口门户。

“越是晚，越不能放松。”晚上
9 时 28 分，一位早前出村的村民
回来了，工作人员测了他的体温，
查看通行证，并根据出村时登记
的时间计算外出时间。“体温正
常，外出时间不超过两小时，放
行。”完成检查程序后，村党总支
委员蒋帆立说。

洪家村不大，户籍人口不到
300 人，但是家家户户有房屋出
租，外来人口超过 600 人。经过前
期排查，湖北籍的有 36 人，目前
均未返回。“我们给他们打过电话

了，让他们晚点回来，因为工厂还没
开工。”蒋帆立说，为了做好村民出
入管理，村里从前天开始实行通行
证制度，出入村除测体温、询问外，
还要登记在外停留时间。

过了几分钟，又有人回村。“体
温正常，但是在外停留时间已经远
远超出规定的 2 小时。”工作人员皱
着眉头问，“老张，怎么回事呢？”原
来，安徽人张文杰租住在洪家村，一

早出去上班，这会儿才下班。“按照
规定，你是不能进村了，但你是因为
工作，明天到单位开张证明来。”

洪家村有 3 个出入口，其中 2 个
已经关闭，剩下一个出入口由工作
组 24 小时把守。“三班倒，每班 8 个
小时，参与人数超过 40 人。”蒋帆立
说，村党总支书记王国民春节前刚
动完手术，这几天仍坚持上班，“刚
刚还来这里问过检查情况。”

越是晚，越不能放松
时间：2月3日2100
地点：江北区庄桥街道

洪家村

工作人员询问检查进村人员。 （黄程 张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