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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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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强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宓伊沛

“您好，林奶奶，您的药配来
了，我现在送上来。”昨日上午，鄞
州区东胜街道民兵突击队队长赖
爱根把林奶奶“下单”的药品送到
楼上。林奶奶家所在的樱花小区
28 号楼属于管控区，这几天，她
一直在喝的中药“断供”了。赖爱
根听说后，跑了两个卫生院，终于
帮老人配到了药。

4 月 8 日凌晨，樱花小区发现
一例确诊病例，周边区域迅速被
划定为“三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生活用品、常用药品短缺、生鲜快
递无法取件⋯⋯突如其来的疫
情，给居民生活带来不少影响。为
此，东胜街道特别成立民兵突击
队，24 名退役军人化身“快递小
哥”，为居民们跑腿解燃眉之急。

樱花小区西门有一个三层大
货架，包裹堆得满满当当。队员陈
德环看到后，主动挨家挨户送货
上门。作为一名退役军人，42 岁
的骆振林主动“抢”走最难配送的
高层“订单”。樱花小区以六层住
宅楼为主，没有电梯，大小物资都
要靠人力搬运，对于一些孩子、老
人急需的奶粉和药品，骆振林经
常小跑着上楼。昨日中午，室外气
温 31℃，骆振林在配送途中突然

晕倒。当队友们帮他脱下防护服时，
他已经浑身湿透，脸色惨白。在这支突
击队里，还有一名“女将”孙维妮。护
士出身的孙维妮，在为老年人跑腿配
药之余，还成了他们的“家庭医生”，

在用药剂量方面为居民答疑解惑。
据介绍，过去 6 天里，队员们早

上 6 点到岗，几乎要忙到夜里 11 点
才能回家休息。除了政府统筹每两
天配送一次的蔬菜，队员们已累计

完成群众各类订单 1200 多个。
“有的订单十几分钟搞定，有的

要一两个小时。我们很多队员日行
5 万多步，脚底板也磨出了血泡。”
赖爱根说。

民兵突击队员日行5万步
帮“三区”居民跑腿解忧

民 兵 突 击 队民 兵 突 击 队
员在运送物资员在运送物资。。

（（宓伊沛宓伊沛 摄摄））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林慧波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变得严峻，
宁波市疾控中心的咨询电话也越来
越火爆，昨天，宁波市疾控中心就
近日市民咨询次数最多的几个问题
一一做出解答。

现在外地来宁波的最新政策是
什么？

如您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或参
照中高风险地区管理的地区来甬，
请配合落实“14+7”“7+7”“3+
11”“2+14”等健康管理措施。

另外，鉴于当前我市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复杂，对通过高速、公
路、铁路、机场等市外来甬返甬人
员，行程卡带星号的一律实行“落
地双检”并赋黄码，对不带星号的
人员，扫属地码后赋黄码，要求其
在 6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结果为
阴性的转绿码。

下周需要去外地出差，我还能
离开宁波吗？

按照宁波市4月10日发布的倡

议书，呼吁广大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出
门，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等，如必
须外出，请提前了解目的地的疫情防
控政策，务必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我后天需要来宁波出差，宁波
的火车站、机场是否有核酸检测点？

目前，铁路宁波站、栎社机场
均有核酸检测点。

我前天做的核酸检测，怎么今
天下午还没出结果？

目前由于我市核酸检测任务量
大，检测结果可能出现延迟，请市
民朋友耐心等待。

现在宁波的核酸检测点那么
多，我可以查到哪个点离我最近
吗？

目前，在支付宝中可以查询核
酸检测点相关信息。

我们家好几个人被赋黄码了，
家附近的核酸检测点不予检测，该
怎么办？

黄码人员的核酸检测相关问
题，您可以向所在街道或社区进行
咨询。

黄码去哪做核酸检测？
市疾控中心发布最新热点问答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游玉增

“感动哭了，谢谢抗疫背后的
宁大力量！”⋯⋯昨天中午，一张
烈日下宁大宿管工作人员弓着身子
奋力推着满满一车盒饭行走的照
片，刷爆了宁大人的朋友圈。

昨日，宁波大学一名教工在居
住社区核酸检测中初筛阳性，已采
样送市疾控中心复核。为巩固学校
常态化疫情防控成果，宁大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自当天 8 时
起，对校园实行静态管理。

突然的“静态”并没有打乱宁
大的节奏。宁大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迅速在内网和学校官微等平台
发布疫情防控重要通知，部署相关
举措：学校所有校区实行封闭管

理，师生非必要不流动；有序开展
线上教学活动；启动全员核酸检
测；学校餐厅取消堂食，在校师生
三餐全部由学校安排专门力量统一
配送；加强卫生整治和消杀工作；
做好值班值守等。

目前，宁大校园管控有序，各
项保障措施有力，师生情绪稳定。

面对突如其来的“静态”，宁
大师生也迅速行动起来。校党委书
记朱达、副书记童晓晖等校领导第
一时间到一线指导防疫工作。学院
学生工作专班凌晨集结，深入学生
宿舍，关心关爱学生，全面细致
地做好生活保障、医疗救治、心
理疏导、人文关怀等服务保障工
作，切实解决同学们学习生活所
需。

应对突发疫情

宁大实行静态管理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汪 皛 芦 懿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如何守
好农贸市场等小门，让市民的菜
篮子拎得更安心、放心，成了工
作重点。记者从镇海区市场监管
局获悉，该区共有 17 个农贸市
场引入了数字化设备——健康防
疫智控系统终端。其中 12 台设
备昨天正式投用，另有 5 台正在
调试安装，预计本周投入使用。

“请面向镜头⋯⋯绿码请通
行！”昨天上午，市民郑先生进入
庄市菜市场前，用身份证刷“智能
守门员”，通过人脸识别，屏幕上

立即一屏显示其体温、健康码、核酸
检测结果、新冠疫苗接种记录等信
息。工作人员确认信息无异后，准
许郑先生进入菜市场。

“我们要求经营户每天测一次
核酸，考虑到他们每天早上差不多
时间到市场，人员容易扎堆，便由
区市场监管部门牵头安装了这台智
能防疫设备。核验一个进场人员的
信息只需几秒钟，避免了人员聚
集，也节省了人力。”庄市菜市场
经理叶小飞说。

据悉，该设备与健康码、疫苗
接种、核酸检测、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的数据互联互通。针对老年人不能
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等情况，该设备

除支持刷手机健康码核验外，还支持
用身份证、社保卡等方式核验健康信
息，极大方便了特殊群体，让疫情防
控更有人情味。此外，该设备可在戴
口罩情况下，自动进行人脸识别。

“数字化防疫设备实现了健康
码、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常用健
康信息秒级核验，可以解决以往人
工查码效率低以及冒用他人健康码
等问题，有效提高了疫情防控的智
能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镇
海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镇海部分超市也
配备了同类数字化防疫设备。目
前，全区已安装 30 台左右，正在
进一步推广中。

镇海菜市场、超市有防疫新装备
可戴口罩进行人脸识别，常用健康信息一屏显示

记 者 孙 肖
通讯员 吕旭涛 刘 迪

昨天上午 10 点半，一间移
动岗亭式的“核酸采样小屋”在
北仑白峰街道小门工业园区临时
核酸检测点正式投入使用。该

“小屋”可设置 2 个采集窗口，
内部可设通风排气扇，医护人员
坐在屋内即可进行咽拭子采样。

据了解，白峰小门工业园区
有物流企业近 40 家，为方便辖
区内 300 多名集卡车司机就近进
行核酸采样，街道防疫办决定在
小门工业园区增设临时核酸检测
点位。经过两天的试运行，反响
很好，得到了企业和司机的点
赞。但由于这两天气温飙升，该
露天点位过于简陋，给户外核酸
采样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户外工作的医护人员穿着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天下来汗
流浃背，我们看着也心疼。”白
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周宁如

告诉记者，了解这一情况后，街道
立即开始寻找移动岗亭或活动板房
来支援一线，保障核酸采样工作顺
利进行。

4 月 10 日晚，这一消息在白云
街道“党建云”群内一经发出，立
即得到了辖区内企业的支持：“医
护人员很辛苦！采样岗亭由我们企

业提供，希望为他们遮阳。”“我们
企业可以提供运送移动岗亭的叉
车！”“我们企业可以提供志愿者来
现场帮忙。”⋯⋯

说干就干，昨日，辖区内万洋
公司主动腾出移动岗亭，永港海安
公司紧急协调叉车，白峰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联合小胡 724 服务团队迅
速平整场地，大家齐心协力，上午
9 点，一个近 9 平方米的移动岗亭
运达小门工业园区临时核酸检测
点，由叉车缓缓放至地面。

“移动岗亭式核酸采样点的启
用 ， 不 仅 起 到 遮 风 挡 雨 的 作 用 ，
也增加了医护人员和被采样者之
间的安全距离，相当于给医护人
员多‘穿’了一件防护服。”周宁
如说。

有了这个移动岗亭式的“核酸
采样小屋”，白峰街道小门工业园
区临时核酸检测点正式变为固定采
样点，每周一到周日下午 1 点到 3
点半开放，专用于集卡车司机采
样。

北仑爱心企业接力

为“大白”盖起防护屋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王朝武 俞佳伟

“祝您生日快乐！”近日，在鄞
州区彩虹南路的一处集中隔离
点，李阳收到了医护人员送来的
蛋糕。那一刻，李阳既感动又惊
喜。同样在该隔离点，一名隔离人
员觉得菜肴清淡没有胃口，次日
一早，该隔离点“点长”史彬就为
隔离人员准备了下饭的辣椒酱。

“这些隔离人员都挺不容易的，我
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照顾好他们。”
史彬说。

让隔离人员享受到“家”的温暖。
为了照顾好这些“家人”，连日来，集
中隔离点的“点长”们没少动脑筋。

“1007，加一份饭。”“613，不吃
海鲜。”“538，不能吃辣。”⋯⋯在南
部商务区一处集中隔离点，有一块
密密麻麻写着隔离人员特殊需求的
白板。该隔离点“点长”任柳峰在整
理隔离人员身份信息时，还特意梳
理了一份 4 月过生日的人员名单。

“我发烧，浑身难受，心发慌。”
在高新区一处集中隔离点，一名女
士向工作人员求助。得知情况后，

“点长”张聪立第一时间联系救护

车将她送到定点医院请专家诊疗，
而后又每天主动了解其健康状况。
不仅如此，他还特意让酒店调整包
括该女士在内的重点关注人群的
饮食。在工作人员悉心照顾下，目
前该女士已恢复健康。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多位
“点长”火速上岗。作为一个集中隔
离点的负责人，他们往往要比隔离
人员提早两天到岗，不仅要对接消
防预案、房间布局、隔离通道等硬
件设施，安排落实医疗、安保、后勤
保障人员，还要准备好车辆、饮食、
必备生活用品等物资。

针对部分隔离人员出现的焦
虑、恐慌、不安情绪，“点长”们还要
耐心地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卸
下心理包袱。

4 月 9 日晚，史彬接到家里的电
话，说 7 岁的女儿发烧、喉咙痛，被
紧急送往医院。放下电话，史彬眼泪
在眼眶里打转，既心疼女儿，也为自
己不在女儿身边而愧疚。

“但愿‘房客们’能一个个安然
无恙地离开。从第一天来隔离点，我
们几位‘点长’就说好，既来之则安
之，要做最后走出‘隔离点’的人。”
史彬说。

让隔离人员感受到“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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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级核验，一屏显示常用健
康信息。 （通讯员供图）

“大白”在“核酸采样小屋”里工作。 （孙肖 刘迪 摄）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胡
丝丽）“谢谢胡医生，下次一定当
面感谢。”4 月 11 日下午 4 时 15 分，
在北仑区二院，眼科副主任胡静微
挂下这通感谢电话后，继续为病人
看诊。近段时间，胡静微除了给门
诊病人看病，手机也异常忙碌。

原来因为疫情，不少患者无法
前来就诊，复查怎么办？突发眼疾
怎么办？为解患者的燃眉之急，胡
静微利用休息时间在微信里开起了

“诊室”。
家住鄞州区的徐女士孩子就是

胡静微的病人之一。按照约定，徐
女士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带孩子来复
查。最近，疫情形势严峻，她无法
带孩子前来就诊。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胡静微建
议徐女士带孩子就近去当地医院做
检查，再到微信里问诊。于是，4
月 10 日，徐女士带孩子在当地医
院做了验光，并将检查报告拍给胡
静微。“孩子的度数控制得不错，
都降下来了。”胡静微鼓励徐女士

孩子说，再接再厉，保持良好的用
眼习惯。

因为“微信诊室”，胡静微也常
在“线上加班”。家住海曙的小余因
为工作原因，只有在晚上才有空看
手机。“虽然晚上空一点，但是经常
有人打扰，聊天断断续续的，胡医生
也不嫌烦，耐心地和我讲解到晚上
10 点多。”小余说。

翻看胡静微的微信聊天，总能
看到不少病人的问诊信息：询问妈
妈眼睛是否需要动手术的，帮同事
孩子询问眼角泛红原因的，给孩子
定期复查的⋯⋯大部分的聊天定格
在了“谢谢”。

“95%以上的眼部疾病还是需
要前来面诊，但特殊时期，对于一
些需要复诊和问题不大的病人，能
以这样的方式帮助他们，也算是尽
了自己的一份力。”胡静微说。同
时，她希望患者朋友能通过医院的
官方公众号“网上医院”线上问诊
功能找她，以免因工作繁忙而遗漏
微信信息。

北仑这位医生
开了个微信“诊室”

4 月 11 日上午 9 点半，“浙江
省最美阅读团队”纸飞机童书馆馆
长、望春街道侨联副主席陈菁菁，
坐在直播间，为被列入“三区”的
关爱小区孩子们送上第六届丰子恺
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外婆家的
马》中的精彩故事。

“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关爱小区
有 2000余户家庭被封控，许多孩子
有焦虑情绪，为此，我们发起‘书香
望春 快乐童行’亲子阅读云上课
堂，帮助孩子们疏导压力。”陈菁菁
说。图为线上亲子阅读云上课堂直
播现场。 （陈朝霞 孙勇 摄）

亲子阅读云上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