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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追 踪

本报讯 （海曙区委报道组孙
勇 记者陈朝霞） 疫情不除冬未
尽，白衣归来始为春。昨天上午
11 时许，只身开车狂奔 840 公里，
辞职驰援武汉的海曙“95 后”男
护士在坚守了 30 多天后完成使命
回到宁波。如众多市民期许的那
般 ： 在 春 暖 花 开 的 日 子 里 ，“ 英
雄”回家了。

高速宁波收费站出口，10 多
名海曙康复医院的医护人员手持红
旗，拉着“益欢，欢迎回家”的横
幅，早早地来到现场迎接郑益欢的
到来。

1997 年出生的郑益欢，本是
海曙康复医院 ICU （重症监护室）
病房的一名男护士，在得知作为武
汉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武昌医院
医护人员紧张，医院为此发出招募
令后，郑益欢毅然辞掉工作，将全
部家当装进后备厢，只身一人开车
前往武汉“应聘”。

“趋利避害，人之常情，而逆
风者方知迎风之妙也，是为人生之
磨砺。”在武汉时，郑益欢通过这
样一条朋友圈信息直抒胸臆。

38 天的时间里，尤其是从晚
上 7 点到次日凌晨 2 点的夜班，消
毒病房、准备入院手续、给患者
量体温做记录⋯⋯郑益欢性格温
和，工作尽心尽力，遇到情绪不

佳的患者会耐心安抚对方，帮助
对方放松下来。工作时，他经常
一边给患者量体温，一边轻声给
对方打气：“保持乐观的心态还是
很重要的，我们这么多人都在陪
你，请您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好起

来。”
“我们为郑益欢感到骄傲，希

望他能早日回到医院工作，大家随
时欢迎他‘归队’。”海曙康复医院
董事长沈幸光说。

“救治患者，助其康复的成就

感难以言喻。”郑益欢说，自己所
做的，是一名医护人员该尽的责任
和义务，也是一名成年人该有的社
会责任和社会担当，“回家”后，
会好好休息、调整好心态，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今后的工作。

辞职驰援武汉的男护士回来了
原单位同事手持国旗，欢迎他“归队”

原单位同事手持国旗、拉起横幅欢迎“英雄”回家。 （孙勇 摄）

最美战疫人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李玉红

在第四批驰援武汉的宁波医疗
队队员眼里，李惠利医院院感科科
长袁妍妩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她总是站在污染区和清洁区的“边
界”，把上班的医护人员严严实实地
送进舱内，又把下班的医护人员安
安全全地接回酒店。

“袁老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
队员王师由衷地说，268 位队员在
武汉奋战一个多月，安然无恙，很大
程度上得归功于袁妍妩这位院感老
将的一丝不苟。

肩负268位队员的安全

医疗队 260 位医护人员来自宁
波 25 家医疗机构，其中不少人没有
过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的经历。袁
妍妩感受到了此行的压力和挑战。

袁妍妩告诉记者，医疗队到达
武汉驻点酒店时，已是 2 月 10 日凌
晨 2 时多，和衣在床上眯了一会，早
上 8 时，她便随医疗队前往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实地考察。“两个病区原
计划于 10 日晚上开始收治病人，意
味着第一批医护人员就要进隔离病
房了，我必须赶在他们进隔离病房
前完成流程制订。”病人从哪一条通
道进出？医护人员从哪一条通道进
出？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该设在
哪里？医护人员回驻地酒店又该如
何确保不将病毒带入生活区⋯⋯每
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袁妍妩丝毫
不敢马虎。现场考察了两三个小时，
她顾不上吃中饭，坐在医院大厅里
开始着手制订院感流程。下午 1 时，
第一版院感防控流程终于完成，袁
妍妩急急忙忙参加集体培训。

袁妍妩想着晚上给队员们培训
院感流程。可没想到，医疗二队接到
通知连夜前往另一驻地酒店。那晚，
当队员们在等待公交车时，一身疲
惫的袁妍妩见缝插针，一批一批地
给大家现场培训。当晚 11 时多，当
她随最后一车队员到达新驻点时，
声音已嘶哑。可是，她还不能休息，
必须将酒店大堂改造成一个带有消
毒功能的隔离区。洗手消毒区、鞋底

消毒区、更衣区⋯⋯直到次日凌晨
2 时，终于准备就绪。

凌晨4时，她等在酒店大堂

来自余姚人民医院的黄增医生
是第一批进入隔离病房的，2 月 11
日凌晨 4 时，当他和几位队员一起
下班回到驻地酒店时，发现袁妍妩
在大堂里等候着他们。

原来，因为还没有给队员们讲
解过回酒店的防控感染流程，她凌
晨 2 时回到房间后，稍事休息就去
大堂等候下班的队员。

为让所有的队员掌握医院和驻
地酒店的防控感染流程，从这天凌
晨起，袁妍妩开始陪同上班的队员
到医院，现场指导每一位队员如何
穿脱防护服、如何戴口罩、如何戴手
套，万一防护服刮破了该怎么紧急
处理等，然后又陪同下班的队员回
到酒店，现场指导监督他们该如何
消毒手、消毒鞋底⋯⋯

整整接送了三天，袁妍妩才将
所有班次的队员培训完，而她加起
来也就睡了 5 个小时。

队员零感染是最大的心愿

全体医疗队员零感染，这是袁
妍妩的最大心愿。用她的话说：“你
们保护患者，我来保护你们。”

记者看了一下医疗队的防控感
染流程，发现仅进入隔离区病房工
作的穿戴流程就有 14 个步骤。而在
袁妍妩的指导和严格监督下，队员
们对这些流程已熟记于心。

宁波支援武汉的医疗队分为两
组，病区位于上下楼，袁妍妩为做好
清洁区的感染防控，做到两组同质
化管理，每日穿梭于两个病区，督查
队员们的感染防控是否到位。

为确保“零感染”，袁妍妩还特
别 建 立 了“ 清 洁 班 ”和“ 院 感 监 督
班”。由 9 名护士组成的“清洁班”负
责每天对清洁区进行清洁、消毒，确
保病毒不被带入；“院感监督班”的
护士则负责对每位医护人员穿脱防
护服进行现场监督。

宁波医疗队规范化的院感防控
受到了其他医疗队的关注，并被学
习推广。袁妍妩还被吸收为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院感核心专家组成员。

“你们保护患者，
我来保护你们”
——记驰援武汉的李惠利医院院感科科
长袁妍妩

本报讯 （记者廖业强） 本月
初，本报根据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群众留言板上的网友投诉，曝光
了海曙区华盛菜市场、宁波市水产
品批发市场绑蟹皮筋粗大，且含有
银色微粒的问题，引发社会各界高
度关注。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
局昨日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
蟹 类 捆 扎 和 市 场 销 售 行 为 的 通
知》。其中明确：蟹类捆扎物重量
不得超过单体总重 （包括捆扎物）
的 5%。捆扎物应采用绿色、环保
材质的捆扎带 （绳）、橡皮筋等材
料。

《通知》 还规定，对过度捆扎
包装、坑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农
业 农 村 部 门 （渔 业 生 产 管 理 部
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执法检
查力度，依法采取措施。违反市场
管理行为的经营户、农贸市场将被
纳入市场“红黑榜”给予公示。

与此同时，宁波市农业农村
局、市场监管局还联合对我市各地
水产市场开展了专项检查与整治。
3 月 20 日，市农业农村局与象山县
水利和渔业局、市场监管局、商务
局分别对象山菜市场和蟹类养殖场
进行了突击回访。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蓬莱菜市场
和城东菜市场的梭子蟹销售摊位，
详细询问进货渠道，查看相关票
据，并现场对售卖的梭子蟹进行抽

检称量，抽检结果显示市场上销售
的梭子蟹捆绑物重量占梭子蟹自身
重量的 3%左右。

在位于西周镇和黄避岙乡的象
山梭子蟹养殖塘，执法人员从即将
销售的货箱里随机取出一只梭子
蟹，对捆绑的两根皮筋进行检查，
并当场将皮筋剪断，未发现银色微
粒。

宁海县农业农村局也于近日开
展了对菜场和蟹类养殖场的突击检
查，未发现违规绑蟹皮筋。海曙区
华盛菜市场、月湖菜市场、中心菜
市场绑蟹皮筋也均已换成了黄色的

细小皮筋。
但是，记者在宁波水产品批发

市扬 A 区的 20 号摊位发现，经营
户仍在使用含有金属、泥沙的粗大
皮筋捆绑螃蟹。江北区市场监管局
对此表示，他们将对这一情况进行
查处。

据了解，目前，象山县水利和渔
业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局也正在结
合实际，研究制定蟹类捆扎的本地
规范，以制度加强行业自律，提升象
山梭子蟹的品质和品牌形象。

宁波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绑蟹皮筋中的

银色微粒检测结果日前也已揭晓。
结果显示，皮筋里的颗粒包含金
属、泥沙，可以起到增重皮筋的效
果，同时，银色微粒中确实含有铅
元素，但每千克的铅含量少于 1 毫
克，未超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
品的安全标准。

发现身边不文明，请您继续通
过以下方式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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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扎物不得超过单体总重的5%
我市发文规范蟹类捆扎销售行为

▲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仍有经
营户使用带银色微粒的红色粗大橡
皮筋绑蟹。

（廖业强 摄）

◀象山县水利和渔业局的执法
人员在现场调查取证。

（廖业强 摄）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池瑞辉） 昨天海曙、江北和象山发
布最新一年级招生预警公告。此
前，高新区和镇海区也相继发布过
招生预警。

其中，红色预警表示学区内适
龄户籍儿童人数达到或超过学区小
学常态招生计划数 100%；黄色预
警表示学区内适龄户籍儿童人数达
到或超过学区小学常态招生计划数
的 90%。

在海曙区发布的未来三年一年
级入学预警公告中，10 所学校榜
上有名。其中海曙外国语学校青林
湾校区、宁波市实验小学、广济中
心小学广济街校区、集士港镇中心
小学、高桥镇中心小学、高桥镇望
春小学等 6 所小学未来三年都是红
色预警；海曙外国语小学五江口校

区、镇明中心小学云石校区、广济
中心小学世纪苑校区等三所小学有
两年红色预警；海曙中心小学一个
红色预警。

值得关注的，与去年年底的预
警公告相比，海曙外国语小学五江
口校区 2022 年也是红色预警。

同一天，江北区在发布的招生
预警中称，宁波大学附属学校、惠
贞书院小学部、江北外国语学校的
户籍学龄儿童已超过学校规划招生
人数，再次发布红色预警。当天下
午，象山县教育局在向社会发布的
2020 年中心城区小学一年级秋季
入学招生红色预警中称，今年 1 月
以来，象山丹城四小、丹城五小、
文峰学校学区内适龄户籍儿童大量
迁入，现已超出招生计划数。这三
所学校为红色预警。

海曙、江北和象山
发布小学招生预警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陈斌国） 昨天上午，象山丹东街道
梅园社区龙泽名园小区业主洪家成
又来到小区青龙潭畔，查看游步道
施工进展。路过业主纷纷竖起大拇
指称赞：老洪献爱心，出钱做公
益。

“这是老洪第二次出资支持小
区建设，预计投入 10 万余元。”小
区物业经理林德良告诉记者，这是
目前业主捐建公共项目中数额最大
的一笔。

据 了 解 ， 龙 泽 名 园 小 区 于
2005 年 交 付 ， 占 地 890 亩 ， 共 有
367 户居民。因为物业收费低，仅
能维持人工、日常小维修开支，无
力对小区进行大宗改造提升。

洪家成是热心人。早在 2013
年，他看到小区山脚青龙桥因木结
构搁板腐烂成为危桥，遂自掏腰包
3 万元，委托物业投工建成钢筋混
凝土桥，赢得居民交口称赞。

受此启发，两年前该小区尝试
“业主出钱、物业出力”模式，自
筹改造绿化、路沟、停车场等公共
设施。美化家园，利人利己，此举
得到了热心住户的积极响应。两年
来，先后有 25 位业主慷慨解囊，
总筹资 20 万元，通过物业统一规
划施工，陆续修复绿地 9 处共 1200
平方米，扩建停车场 16 处，新增
车位 21 个。

前阵子洪家成在小区内散步
时，见青龙潭边青石栏杆外荒草萋
萋，少人光顾。他了解得知这里原
规划开辟一条长 250 米、宽 1.2 米
的环湖游步道，后因种种原因只修
了栏杆，成为烂尾工程。

洪家成随即与业委会、物业公
司负责人磋商，承诺出资续建游步
道。经初步测算，施工加材料至少需要
10万元。从事建筑业的洪家成出钱又
出力，经常蹲守施工现场指导监督，希
望为居民们早日建好这条游步道。

象山一居民捐资10万元
续建小区游步道

【紧接第1版】动态优化完善复工复
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力争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努力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
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
节和实施力度。要抓紧研究提出积
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适
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
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导
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要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和使
用，加紧做好重点项目前期准备和
建设工作。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
现、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
的牵引带动作用，疏通传导机制，缓
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
服务。对地方和企业反映的难点堵
点问题，要抓紧梳理分析，及时加以
解决，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
产。

会议强调，要加快释放国内市

场需求，在防控措施到位前提下，要
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
生活服务业正常经营。要扩大居民
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启动实体
商店消费，保持线上新型消费热度
不减。要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加快国
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保障国际
货运畅通。

会议指出，要抓好农业生产和
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抓紧组织好
春管春播，加快把支农政策措施落
实到田间地头，加强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和气象灾害防范。要继续抓好
生猪产能恢复，解决好畜牧水产养
殖面临的困难。要加大脱贫攻坚项
目开工复工进度，帮助贫困劳动力
尽快返岗就业，对因疫情返贫致贫
人员及时落实帮扶措施。

会议强调，要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支持湖北有序复工复产。
要加强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
持，制定专项支持政策，帮助湖北解
决财政、融资、供应链等实际困难，
支持湖北做好援企、稳岗、促就业、
保民生等工作。

会议对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专
项巡视“回头看”工作给予肯定。会

议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2019 年脱贫攻
坚年度减贫任务全面完成，省级党
委和政府责任进一步压实，深度贫
困地区攻坚成效明显，“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成就。实践证明，党中央关
于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是正确的，精
准脱贫方略是符合实际的，充分彰
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会议指出，从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和专项巡视“回头看”情况看，脱贫攻
坚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复杂，剩下都
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巩固脱贫成果
的任务非常繁重，局部地方、有的方
面还有薄弱环节和工作不足，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夺取脱
贫攻坚全面胜利要付出更加艰苦的
努力。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紧迫感，保持定力耐力，防止
松懈、厌战思想，发扬连续作战的优
良作风，坚持目标标准、坚持精准方
略、坚持从严从实，保持脱贫攻坚政
策总体稳定，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工
作力度、帮扶力度，全面查缺补漏，加
快补齐短板弱项，巩固脱贫成果，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会议强调，脱贫攻坚已经进入
决战倒计时，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较
真碰硬狠抓工作落实。要强化政治
担当，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
组）领导班子特别是书记要以上率
下亲自抓，把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发
现的问题和专项巡视“回头看”指出
的问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检视出的问题等统筹起来，把
问题整改和脱贫攻坚日常工作结合
起来，一体整改落实到位。要强化日
常监督，盯住整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不放，严肃查处不担当不作
为乱作为、搞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
等问题，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
脱贫攻坚全过程。要强化组织保障，
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全面提升
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作用，注重在
脱贫攻坚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要强
化成果综合运用，举一反三促进工
作，结合考核、巡视发现的共性问
题，完善工作机制，增强工作合力，
研究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
略、“十四五”规划衔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