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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易民） 虽然疫情
形势较之前有所好转，但远未到可
以高枕无忧的地步。近日，不少网
友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
言板上发帖反映，市民警惕性有所
放松，很多公共场合有人不戴口
罩，小区、公园里更有人小范围聚
集，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

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昨日下
午，记者走访了鄞州、海曙、江北
的部分公共场所。

昨日下午，阳光甚好。在东部
新城生态走廊，前来散步的市民较
前段时间明显增多，跑步的、锻炼
身体的、推车遛娃的、河边钓鱼
的，随处可见。散步的市民中，有
的人明明戴了口罩却拉到下巴下
面，而且人与人间隔很近。在一处
草地上，有 5 名中老年人聚在一
起，晒着太阳聊着天。老人对记者
说，戴着口罩不舒服又闷，而且大
家都互相认识，肯定没有问题。其
间，有大人推着孩子车出来，推车
内的孩子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

在邱隘镇中心，记者在半个小
时内碰到十几名不戴口罩的市民；
在鄞州区明湖花苑三期周边的店铺

里，有一些经营户在营业中不戴口
罩；在盛梅北路，有两名未戴口罩
的儿童在人行道上打闹，还有一老
人明明戴了口罩却拉了下来，他还
时不时咳嗽两声，并往路边的绿化
带中吐痰；在轨道交通东环南路站

旁，有 6 名男子聚集在一起，且都
没戴口罩；在鄞州公园，绝大多数
游人能按照公园告示和广播的要求
佩戴口罩、保持距离，但每走一段
路都能看到一两名不戴口罩的游客
在聊天或吃零食，公园工作人员看

到这一情况会及时劝告，但效果并
不理想。

昨天，在海曙区鼓楼步行街出
入口，有工作人员在检查健康码，
但并未测量体温。步行街内，不少
市民摘下口罩吃东西、抽烟，未见
有人劝阻。另外，不少商家门前
排起了购买食品的长队，消费者
中有部分未佩戴口罩。在江滨公
园，公园内张贴着“入园请佩戴
口罩”的告示，但是公园内仍有不
少市民未佩戴口罩或半挂着口罩散
步聊天。

在江北区永丰公园，公园大门
处张贴着“入园请佩戴口罩”的告
示，但公园内还是有不少市民没有
佩戴口罩。

2 月 21 日下午，浙江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第二十六场新闻发布会再次提
醒公众，疫情尚未结束，警报尚未
解除。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有侥
幸心理，外出还是要做好个人防
护，保持戴口罩、勤洗手、远距
离、不集聚的良好习惯。

春光虽美，还是希望市民外出
逛街、游玩时戴好口罩！

不少市民放松警惕，摘下口罩外出游玩

春光虽美，口罩还请戴好！

两名女士在逛街时戴了口罩却没佩戴好。 （易民 摄）

记者 陈敏

“谢谢，谢谢宁波医生，为了
救治我们，你们不远千里来到武
汉 ， 这 份 恩 情 ， 我 永 远 记 在 心
里！”昨日上午，在华中科大同济
医院光谷院区宁波医疗二队病区，
就要出院的蔡先生执意要跟自己的
救命恩人合影留念。

走出医院，蔡先生忍不住又回
头看了一眼医院，心里忽然有种死
里 逃 生 的 感 觉 。“ 我 以 为 我 没 救
了，没想到今天又见到了武汉的阳
光。”蔡先生今年 54 岁，武汉人，
1 月 28 日，他开始发热、咳嗽，2

月 4 日被确诊。因为所有的医院没
有床位，他只能回家等待。一天、
两天、三天⋯⋯蔡先生说，他真正
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而武汉的
疫情越来越严重。躺在床上，他不
断问自己：我还能等到床位吗？我
会不会这样死在家里了？终于，2
月 11 日，他被收治入院。被送进
宁波医疗队管理的病房时，他在心
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有
救了！我不会死了！”

医疗二队病区主任董绉绉告诉
记者，蔡先生入院时，两肺肺炎面
积已相当大，氧饱和度也非常低，
加上合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病
情已相当严重。也许是深切感受到
绝处逢生，蔡先生对这来之不易的
治疗机会非常珍惜，他十分配合治

疗。慢慢地，蔡先生的病情开始好
转，2 月 21 日、22 日两次核酸检测
都呈阴性，符合出院标准。

昨天，和蔡先生一同出院的，
还有一队病区的两名患者。一队病
区主任王志宇告诉记者，接连三
天，一队病区都有患者出院，21
日 2 名患者出院，22 日 1 名患者出
院，加上今天的，已有 5 名患者出
院了。

据了解，在抵达武汉工作以
来，宁波医疗队接管的2个重症病区
共收治了113名患者，其中有28名是
危重患者，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目
前绝大多数患者已经明显好转。

董绉绉告诉记者，他们刚到武
汉时，武汉的疫情防控形势还不容
乐观，有不少重症患者在等待床

位，但是这几天明显有了改善，开
始出现病床等待病人的现象，宁波
医疗队两个病区的 98 张床位也终
于可以正常周转了。

“今天开始，差不多每天都会
有患者出院。”董绉绉开心地说，
一切现象都在预示着武汉疫情防控
工作的有效性。

“感谢你们，宁波白衣天使从
此就是我心中的英雄。”这是昨天
出院的陈阿姨特别感谢王志宇说
的。王志宇说，大家在这边真的很
辛苦，尤其是护士们，需要每天
24 小时照顾患者，除了治疗，还
得负责患者的生活护理。但是看着
一个个患者的病情一天天好转，看
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出院，觉得这一
切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今天开始，差不多每天都会有患者出院”
连线武汉

你关心的问题部门有回复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毛雯雯

昨日，记者听说了一件关于
“100 盒水果”的暖心事。主人公
叫王一靖，是鄞州区东胜街道张斌
社区的一名志愿者。

王一靖所在的企业要复工了，
他要回去上班，临别前，专门给一
起参加防疫的志愿者送来了 100 盒
水果。

王一靖其实不住在张斌社区，
他的家在鄞州区中河街道凤凰新
村，距离张斌社区有 15 分钟的车
程。他是通过鄞州团区委的志愿者
招募渠道了解到张斌社区急需人
手，报名过来的。

前些日子，他一直在张斌社区
做志愿者，离家虽远，但风雨不
误，坚守一线，测体温、登记、挨
家挨户发放口罩、消毒和扔垃圾，

哪里有需要，就服务哪里。
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医护工作

者，家里两个孩子缺人照顾，而公
司也马上要复工了，基于这些考
虑，王一靖恋恋不舍地结束了短暂
而又难忘的志愿者工作。

“回想这些天在社区的志愿服
务，最大的收获就是感动。”王一
靖说，社区干部以身作则，从早到
晚都是冲在一线；很多老年人也一
丝不苟、兢兢业业参加志愿服务，
这让他倍感温暖，迅速融入并爱上
了这个大家庭。

“昨晚 11 点半，我们工作群里
还有社工在处理事情，他们真的太
辛苦了。”王一靖说，他虽然不能
来志愿服务了，但还是想出一份
力。为此，他买了橘子、小番茄等
水果整整 100 盒，并逐一送到社区
卡口的志愿者手中。

他在志愿服务结束前给志愿者送来100盒水果

王一靖 （男） 给志愿者送水果。 （王博 毛雯雯 摄）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梅
薇） 这段时间，象山县西周镇的网
格员们定期前往栲树岭村、箬岭
村、伊家山村、尖东村等 10 余个
村庄，为 376 位困难群众和留守老
人运送统一代购的生活物资。

疫情当前，困难群众的基本生
活如何保障？记者从市民政局获
悉，我市将 6 类因疫情出现特殊困
难的群体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确保
有人探访、有人关心、有人服务。

这 6 类群体包括：因患新冠肺
炎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群
众；因子女被隔离而无人照料的老
年人，因监护人被隔离而无人照料
的精神、智力残疾人或重度肢体残

疾人及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等；
独居、高龄、失智失能等居家困难
老人、残疾人；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由于村 （社区） 封闭管理导致
日常生活出现困难的低保、低边家
庭；以及有其他特殊困难的群众。

隔绝疫情，隔不断人间温情。
在慈溪金堂村，爱心人士将 2 吨新
鲜蔬菜捐给村里 98户低保户、低保
边缘户、孤寡老人及居家隔离人员。

据悉，今年1月以来，我市共向
45357户低保家庭、59547名低保对
象，累计发放低保金 8514.17 万元；
对城乡困难群众实施临时救助 2342
人次，支出救助资金499.49万元。

我市将6类特殊困难群体
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确保疫情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与其他地方相比，我市
疫情有哪些特点

网友“7513940”：与省内
其他地方相比，我市新冠肺炎疫
情有哪些特点？

市卫健委：受本地聚集性事
件影响，我市新冠肺炎疫情与省
内其他地市相比，具有一定的本
地特征。一是疫情扩散的峰值较
晚。根据各地市公布的新增确诊
病例数据，我市疫情扩散的峰值
时间，较温州、台州、杭州等地
明显延后。确诊病例的发病时间
较晚，治疗周期也相应延后，是
我市前一阶段出院病人偏少的主
要原因。二是确诊病例中老年患
者居多。本地一起聚集性事件涉
及数十个确诊病例。该起事件
中，直接参与者以中老年妇女为
主，感染后又导致家庭聚集性感
染，甚至是祖孙三代同时感染，
因此与其他城市以男性患者为主
不同，我市确诊病例中以女性和

老年患者居多。现有确诊病例的平
均年龄要显著高于杭州、温州、台
州等地。老年患者抵抗力弱、恢复
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市前一阶
段的整体治愈率。但从 2 月 11 日以
来，我市总体治愈率稳步提升。相
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必将有更多
的确诊患者顺利治愈出院。

现在从温州回鄞州可以吗

编号“83956”的网友：我公
司员工从温州回鄞州，能不能回？
回了之后会不会被隔离？

鄞州区：根据目前我区对新来
鄞、新返鄞人员的相关政策要求，
因您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浙江省温
州市，在抵鄞后需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 14 天。新来鄞、新返鄞人员到
达居住地后 1 小时内，主动如实向
所在社区报告相关情况。如有复工
要求的可由您所在的企业出面向街
道申请，由专车送往医院进行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如检测结果为阴性
的，间隔 6 天后再次进行核酸检
测，检测结果仍为阴性，且无症状

的，可解除隔离观察。

有人谎报申领“甬行码”
造成病毒扩散咋办

网友“十一月十九”：“甬行
码”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识
别申报人弄虚作假。万一申报人刚
从疫区回来，谎报资料，病毒扩散
了谁负责？市公安局有这方面的识
别手段吗？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目前需扫
码确认是否为本人，发现不如实填
报信息套取“绿码”或弄虚作假申
领“甬行证”的，造成疫情传播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宁波大数
据中心有能力识别。

（海 文）
守望相助，众志成城！更多问

题请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交中国宁
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陈
杨榀 乐科奇）“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您主动参与志愿服
务，积极贡献防疫力量。感谢您在
这段特殊的防疫路上，不畏艰辛，
无惧风雨，守护家园，为本次防疫
工作作出积极贡献。”家住北仑白
峰街道峰城社区的居民周勇近日收
到了一张特殊证书。这是一张编号
为 0001 的 防 疫 志 愿 者 服 务 证 书 ，
是街道为了感谢这些连续作战的

“红马甲”特意准备的小惊喜。
“这场防疫阻击战虽然辛苦，

但也让我们看到身边许许多多‘隐
藏’的热心志愿者，他们守得住寂

寞，扛得住风雨，成为基层群防群
治的强大力量。对此，我们真的非
常感动，也非常感谢。”白峰街道
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不仅专门制作了 2000 余张证
书，白峰街道还专门在公告栏、值
守卡口、文化礼堂门口等醒目地
方，张贴了“家园守护先锋榜”榜
单，让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
突出的党员代表、志愿者亮相。

“他们是先锋，更是榜样。”村
党支部副书记陈胜强表示，希望借
此机会向辛苦付出的党员、群众表
示感谢，也希望更多人参与下一阶
段的疫情群防群控工作。

北仑白峰街道
向志愿者送出“特殊证书”

郑建钢

2 月 21 日 下
午，在宁波市中心

血站，新冠肺炎康复者曾女士成
功捐献了 300 毫升血浆，这是宁
波市首例新冠肺炎康复者完成恢
复期血浆捐献。曾女士说，希望
大家一起为生命接力，帮助更多
患者早日康复。

自从疫情暴发以来，我们更多
看 到 的 是 ， 广 大 医 护 人 员 在 战

“疫”第一线浴血奋战，与病魔争
时间、抢速度，尽一切可能挽救重
危病人生命，恢复患者健康。一批
又一批像曾女士那样的患者经过医
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康复出院，抗
击疫情取得了重大胜利。

恢复健康的曾女士选择了“爱
心反哺”，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医护

人员的厚爱反馈给其他患者，从而
让更多的患者也能够体会到全社会
的关爱和温暖。

让人欣慰的是，曾女士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据科技部副部长徐南
平介绍，截至2月20日，已有超过
100 名康复者捐献血浆，这样能制
成针对 240个重症和危重病人进行
施救的医用血浆。

经历了一场你死我活的疫情考
验，看惯了生离死别，听惯了豪言
壮语，公众对团结和谐有了更深层
次的认识。敢于担责的勇气凸显
了，将心比心的理解增加了。包括
曾女士在内的康复者血浆捐献的善
举，在当今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时
代，折射出善良、诚信、正直的价
值共识，彰显社会正能量。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点赞新冠肺炎康复者爱心反哺

昨天，甬城天气晴好，气温回暖，一些市民戴着口罩来到月湖部分恢
复开放的景区踏青赏景、沐浴暖阳，享受春意渐浓的假日时光。

（周建平 摄）

市民月湖踏青赏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