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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口罩那么难买，为什么
不自己做？”这个念头灵光一现的
时候，宁波广源纺织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傅红平兴奋了一下，又泄
气了：上线一套全自动生产设备
最快要2个月，口罩生产出来之
后，还要解析、消毒，一晃又十几
天，成品最快3个月才能面市！

为了节后的复工，她在春节
里满世界找口罩。

而在这之前，市经信局已在
全市排摸，并鼓励宁波口罩生产
型企业开足马力。

为了节后复工，市经信局成立
了口罩生产专班，一边帮助专业企
业提升医用口罩生产能力，一边鼓
励其他企业转产民用口罩，这几
天，宁波医用、民用口罩的生产能
力已经达到每天100万个。

傅红平去开了个会，副市长
牵头，参加的除了市经信局、市卫
健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
部门外，还有太平鸟、蓝禾医疗等
重点企业。

大家商量出了一种方法：就
是在全棉针织面料间插入滤片
（熔喷片）。这样口罩可以重复使
用，只要通过水煮消毒，插入新的
滤片即可。每套口罩配8个滤片，

至少可以用一周。
“‘没有办法的办法’反而成

就了一种创新。”宁波市服装行业
协会秘书长毛屹华说，这是“宁波
独创”。

在相关部门的引导下，通过
面料检测的广源成为面料的主要
供应商；最核心的熔喷片则由浙
江蓝禾提供，太平鸟服饰承担了
样品方案的任务，越来越多的服
装企业转产口罩：海芙、铭朗服装
等企业一边紧急招募当地员工，
一边培训；博洋家纺也全力以赴、
通宵达旦把部分生产线改建成口
罩生产线……

市经信局副局长徐云介绍，
每个企业都设了驻厂特派员，由该
局的干部担任，平时就在厂里为企
业服务。此外，经信局还设立了协
调组和技术专班，为企业解决技
术、资金、面料等方面的问题。

2月11日深夜，广源的第一
条生产线正式运行，宁波临时口
罩的生产供应链由此开启。

马不停蹄准备了一周的傅红
平眼眶一热：企业创立13年，从来
没有哪一次开工，让她如此百感
交集：“身在这座服装大市，有这
么高效的政府，真是幸运！”

广源车间里机器轰鸣的时候，
载着武佳盈和32000个口罩的飞
机刚从雅加达起飞。而那一天起，
宁波企业陆续复工，久违的忙碌正
一点一点地回到这座城市。

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困难也
不会一夜消失，但大家都在努力。

85后服装厂老板周亮带着10
多个90后临时组成公益小队，在
宁波市工商联、宁波市民营企业
家协会、宁波市“创二代”联谊会
的支持下，四处筹集口罩，为600
多家小微企业和一线“蓝领”累计
送出6万余只口罩，解了他们的燃
眉之急。

慈善总会海外采购和捐赠的
近6万只口罩将陆续到位。而之前
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捐赠的25.8万
余只口罩已经发放给医院和福利单
位、社区，其中故事很多——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的教师姜晓宇和先生一起，联系
了很多厂家，筹集了10万只口罩，
捐给市第一医院和市慈善总会；

一位30多岁的市民带着女儿

一起来到市慈善总会，捐了1000
只口罩，说是孩子的压岁钱买的，
给有需要的人；

而另一名女士则捐了1800只
口罩，要求给一线公交司机：“不
能忘了他们”……

每一份微小的努力汇集在一
起，希望在招手了。

宁波就进一步扩大我市口罩
产能提出若干意见，力争月底前
达到200万片/天。

广源复工3天，生产出了100
万只口罩的面料，毛屹华估计，随
着转产的重点企业名单中越来越
多的员工到位，不到一周，这些

“宁波版”口罩将逐渐面市。
“快了，快了！”傅红平看着这

些柔软而轻巧的样品，目光就像
在看一个孩子。

彼时立春已过，雨水将至。
她相信，到了雨生百谷、万物生长
的季节，应该不会再缺口罩了吧，
或许，那时就不用戴口罩了。

记者 樊卓婧
通讯员 程怡 李蕾 文/摄

宁波独创的民用口罩开始生产了

既然网购难，那么有
人干脆用人肉背。在鄞
州创业的武佳盈凭一己
之力采购了32000个口
罩，差点回不来了。

她和家人在印尼旅
游时，多家医疗机构向鄞
州区新生代创业者联谊
会和鄞州区留学归国人
才创业共促会求助，希望
筹集口罩等防疫物资。
作为新创会理事，武佳盈
看到消息后说：“我顺便
买回来吧。”

大家后来才知道，其
实一点都不“顺便”。

那时已经不好买了，
厂家门口队伍排得老长，
有人直接拎着现金来。
她的心一凉：举目无亲没
门没路，只能去药店碰运
气。

家人都回国了，武佳
盈一人租了辆车，走遍蓝
梦岛、佩尼达岛、巴厘岛
等10个岛屿的上百家药
店。每次进门她的心情
就像在抽奖：大多数只能
买到一盒50个，运气好
时有三四盒，也可能一只
不剩，而在一家很偏僻的

药店里，营业员笑了一
下，抱出了整整一箱，
2000个！

这是唯一的“大奖”。
一周过去了，武佳盈

租的车从最初的五菱宏
光变成了更宽敞的七座
商务，32000个医用外科
口罩装得满满当当，这时
她发现回来的航班都没
了。

她联系菜鸟、找中国
驻印尼大使馆协商、找印
尼浙江总商会走包机的
途径，都没有直达国内的
航班，而其他一些国家也
在陆续取消前往中国的
航班，这意味着转机也没
那么容易了。

那一天巴厘岛突然
下了一场大雨，焦头烂额
的武佳盈冲出去买了几
十件一次性雨衣，把口罩
一箱箱包好，那一刻才觉
得，一个人好孤单。

好在峰回路转，她打
听到可以从韩国转机，刚
好她有多次往来韩国的
记录，而且离境也满两
周，不会被限制。就是比
较麻烦，需要先到雅加

达，再从首尔转机，最后
到达萧山机场。

武佳盈长舒一口气：
“只要能把口罩带回去，
怎么都行！”

两个多小时的托运
办完后，天晴了。

在鄞州区红十字会
捐赠的时候她才听说，和
自己想到一块的人很
多。鄞州一对去俄罗斯
旅行的小夫妻冒着风雪
跑遍了几十个药店，买了
1974只口罩，也是几经
周折带回；

还有人在国外买了
口罩，微信征集从日本、
德国回浙江的“人肉运输
机”，许多人报名。一位
来自余姚的王女士，来来
回回从日本背回70万只
口罩，成为真正的“带货
王”。

这些口罩进入千家
万户，他们都不是为了自
己。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呀。”武佳盈笑道，

“那么所有的艰辛都值
得，所有的磨难都会被战
胜！”

所有的艰辛都值得
所有的磨难都会被战胜！

每一份微小的努力汇集在一起，希望在招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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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市委组织部发布第一批《关
于表扬在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的战“疫”
先锋团队和个人的通报》，对战“疫”过程中
涌现出来的43个先进团队、118位先进个
人进行通报表扬。宁波机场集团疫情防控
小组入选第一批战“疫”先锋团队，受到表
彰。宁波空港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逆行而上，奔赴空港战“疫”一线，那些身影
在宁波空港的每一个平凡的岗位熠熠闪光。

如果说宁波空港是战“疫”的空中战
场，那么宁波机场无疑就是战场中的城
墙。宁波机场的医务人员、地服人员、安
检人员都是守卫城墙的前锋战士。

在疫情面前，机场急救中心展现了民
航白衣天使的职责与担当。他们逆风而

行，冲锋在战“疫”一线。2月6日，他们仅
仅用时15分钟，就从一架航班的到港旅
客中成功查出并高效处置了一名须居家
隔离的旅客，有效消除了在宁波的潜在疫
情传播隐患。

2月9日，宁波市紧急组建的第四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包机飞赴武汉，民航空管
宁波站各管制室对包机航班制定特别保
障预案，组织“双带班主任”实施指挥，提
前申请释放空域，协调前方管制单位优先
放行，为白衣天使开辟绿色通道。

在宁波机场出入境旅客通关现场，卫生
检疫岗位的关员们全面排查进出境人员，坚
守着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重点监测有
无发热、咳嗽等症状人员，重点询问有无疫

区接触史，对有疫区接触史的，严格做好流
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送检、卫生处理
等工作，并及时做好记录归档和上报。

宁波机场海关关员开展登机检疫，并对
疑似病例进行咽拭子采样。现在，宁波机场
海关关员每日核查旅客的《健康申明表》。

宁波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执勤
民警坚守在国门一线，以“一家不圆万家
圆”的奉献精神，各自默默坚守在国门一
线的岗位上，服务着出入境旅客。

受疫情传播影响，机场内部保障单位
面临部分内场车驾驶员的飞行控制区驾
驶证有效时间到期后，无法及时办领新证
的问题。为了不影响疫情防控期间机场
运输保障工作，公安民警“送证上门”，助

力机场共抗疫情。
宁波机场与民航空管宁波站、宁波机

场海关、宁波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机
场公安分局、中国航油宁波分公司的工作
人员始终奋战在防疫的“空中战场”，他们
是宁波的空中“守护神”，抵御病毒入侵，
牢牢守护着宁波的空中门户。

记者 范洪 通讯员 李乐炯 黄跃光

宁波空港大家庭 勠力同心战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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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流水线
上赶制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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