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2日，港华燃气公司向港区疫情防控点捐赠医用口罩、防护服、毛巾、洗手液等物资，有效缓解港
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燃眉之急。 万成 宋凯华 摄

“父亲走了！”接到电话的时候，
白驹派出所民警张晓明的眼眶一下
子潮湿了。

岳父卧病在床已经有些时日，但
作为一名警察，张晓明没有时间侍奉
左右。有时候，刚到病榻前，一个警
情电话，只好又匆匆离开。

春节前，老人的病情越发恶化，
医生委婉地表示要“早做准备”。一
切尽在不言中，家人含着泪默默将老
人带回了家。张晓明不无愧疚地和
大家约定：“今年春节，我哪也不去。
就让我尽尽孝、陪陪老人，让我洗碗
做饭谢谢大家。”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打断了张晓明所有安排。“如果
不嫌我老的话，我报名！”没有丝毫犹

豫，53岁的他主动请缨，加入到“党员
先锋队”。在派出所早已打印好的值
班表上，一天不隔，张晓明连续写下
自己的名字。

白驹镇狮子口村和海宁社区是
张晓明分片管辖的区域。两个村
（居）近万人，作为典型的劳务输出型
村（居），这里有不少村的居民在疫区
务工。他们春节返乡，必将带来疫情
传播的潜在风险。

越是危险越能考验党员干部责任
和担当。张晓明带着上级交办的核查
人员名单，一家一户摸排核准，坚决不
放过任何可疑人员。1月27日晚，有
信息显示，狮子口村村民王某已从疫
区返乡回丰。当夜走访中，王家人连
连摆手，声称并未回家。可为什么在

交流过程中，他们又反复询问是不是
从湖北回来的人都要被“抓起来（隔离
观察）”呢？凭着多年工作经验，张晓
明敏锐觉察到这家人应该“撒了谎”。

怎么办？张晓明不露声色地拨打
王某的电话，但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好
端端的，为什么要关机？这更加坚定了
张晓明的判断。他深知，王某来自疫
区，如果不能及时隔离，后果难以设
想。张晓明不厌其烦地和这一家人摆
事实、讲道理，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宣
讲疫情防控政策，最终王某妻子吐出
了实情。凌晨时分，张晓明突破层层
障碍终于找到王某，不仅训诫教育，还
要求他本人及藏身的亲戚一家居家观
察两个星期，坚持每天测量体温两次。

面对普通群众，仅仅有个交代还

不够。此后，张晓明坚持每天上午和
下午，两次登门检查，了解王某和其
亲戚一家居家隔离情况。他的日子，
被疫情防控塞得满满当当。2月 5
日，岳父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这时张
晓明还在登门跟踪随访中。

扑进家门，张晓明泪花滚滚。他
在白驹镇机关任职的妻子，递过一张纸
巾，一句话说不出来。张晓明何尝不知
道，妻子也是连续作战在战“疫”第一
线，同样10多天没回家，同样没有见到
老人最后一面，只是偶尔忙里偷闲，通
过电话、视频了解一下老人的状况。

“对不起，对不起！”夫妻俩齐齐
跪在父亲的灵柩前。然而只是几分
钟，电话又响了，战“疫”没有停止，他
们甚至来不及悲伤……

只能和您说声“对不起”
本报记者 蔡剑涛 通讯员 周继坤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这么
一群人，没有休假，24小时值守，他
们就是保障广大群众水电供应的一
线员工们。

大丰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承担
着大丰港北港区的供水工作，对于
该公司的值班人员来说，24小时在
班在岗是常态。“在疫情没有暴发
前，我们是保障有2人同时值班，疫
情发生后，上级部门对我们提出了
新的要求，一定要保障供水不出任
何问题。原来的两人值班，现在改
为由部门主任领班，并增加一名值

班人员，随时监控，一旦发现有突发
情况，及时安排工程人员外出抢
修。在保障稳定供水方面，对于家
中安装智能充值水表的用户，春节
前已通过公众号和短信通知用户提
前充值，并在疫情期间每天上午9点
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开放充值
窗口，以方便用户到大厅充值；对于
家中安装旋翼式机械表的用户，即
使欠费也会依然保证供水，并不再
进行短信和电话催缴。”该公司总经
理助理张建森表示，他们将全力抓
好管道抢修、服务保障和信息收集

等关键工作，确保防疫期间企业有
水用、群众有水喝。

大丰人民医院是防控定点三家
发热收治医院之一，保电工作来不
得半点疏忽。裕华供电所便承担着
保障该院供电的重任。作为区十五
届人大代表，裕华供电所所长吴开
俊对于圆满完成这个任务表现得非
常坚定。“裕华供电所一直保障着高
新区重点企业以及丰华街道广大群
众的用电。保障大丰人民医院供电
工作，对我们供电所全体人员来说，
既是任务也是骄傲。”吴开俊说，疫

情面前，保障医院的供电是关系到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为了做
到万无一失，他们加大巡查，由原来
的每周巡查一遍供电设施到现在每
天巡查两遍，坚持做到从变电所到
医院配电房，不留死角，逐一排查可
能存在的隐患，重点监测医院现场
的用电情况及医院配电房的配电设
施。同时利用红外线测温装备，在
不停电的情况下及时发现问题及隐
患，做到防微杜渐。医院配电房专
门配备可以进行双电源切换的配电
装置，将意外情况降到最低。

战“疫”，水电保障稳如泰山
本报记者 李文浩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新丰小学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成立防控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负总责，细化落
实各方面措施，牢固建立立体防控堡
垒，确保师生安全。

该校利用微信、手机安全教育平台
等宣传防疫知识，不断强化防疫意识。
动员学生在家用手抄报绘制健康小手
册，用知识与爱心守护平安。在加强落
实防控知识宣传的同时，不忘号召学生
们参与运动，增强体魄。学校师生严格
实行全员每日防疫情况汇报制度，教师
以办公室为单位每日汇报健康情况，学
生在班级微信群上传健康卡，及时掌握
学生和家长的身体状况以及流动去
向。学校还重视加强心理疏导，帮助克
服恐慌心理。学校要求各班充分利用
电话、微信加强家校联系，督促学生参
加在线教育教学活动，定期向家长和学
生了解相关情况，给予学生更多的关心
和爱护。同时，学校成立督查小组，对
教师开展线上教学服务情况进行督促，
确保线上教育教学服务质量。（徐明）

新丰小学建立
立体防控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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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打
响以来，区城管局建筑渣土管理大队全
面进入战时状态，坚决落实上级党委和
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全体队员以“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担当，协同区
市监局关停烧烤店，筑牢疫情防火墙。

根据国家、省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部署，该大队对区内所有烧烤店
进行挨家挨户劝导，做好就餐消费引导
工作，告诫群众不要聚集，增强安全防

护意识。并配合区市监局关闭烧烤经
营业户，降低群众聚集感染疫情的风
险，确保区内烧烤经营业户均已停止营
业。同时，该大队全体队员延长夜班时
间至凌晨12点，不间断巡查区内所有烧
烤店。制定夜间值班制度，值班时间从
当日18:00-次日8:30。截至目前，共
计关闭54家烧烤店、1家餐饮店，累计发
放60余份停业告知书。

（李建森 徐艺文）

区建筑渣土管理大队筑牢疫情防火墙

疫情当前，区公安局城西派出所
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位于辖区内的某
音乐餐厅存在聚餐行为。民警到达现
场后，发现内有六七个人正准备用餐，
且拒不配合检查，遂将该餐厅老板耿
某传唤至派出所。

来到派出所的耿某依然没有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再辩解称自己已经
遵守了政府发布的紧急命令，连日来餐
厅未曾对外营业，自己只是因为春节期
间店内囤了大量的菜，所以才喊几个朋
友过来一起吃饭，自己并未向朋友收取

餐费。民警见耿某没有认识到自己所
犯错误的严重性，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教育，并向他宣读了各级政府有关防
控疫情的相关政策，强调在疫情期间各
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聚餐，责令其立
即关停。随后，耿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承诺疫情期间再也不会组织人员聚
餐，并写下悔过书。公安机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
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对拒不执行紧急
状态下的决定、命令的违法行为人耿某
给予警告的处罚。（陈凯玲 朱宇龙）

疫情当前组织聚餐 饭店负责人被警告

2月4日，大中街道利民村监委会
主任杨晓翠象往常一样，带领村医逐
一对武汉回家过年的2名人员和26名
从上海、广州、重庆等外省回乡的26
名人员登门测量体量，了解在家隔离
观察需要解决的问题。自战“疫”以
来，她一直奋战在最前沿，每天工作
10多个小时，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干
群交口称赞。她远在苏州金阊医院呼
吸科从事护理工作的女儿徐伶俐，也
被医院派往苏州火车站为过往乘客检
测体温。

现年42岁的杨晓翠，面对疫情，没
有退缩，站到了抗击疫情的最前沿。
她带领青年志愿者进组入户发放疫情
防控宣传单4020份，张贴海报1400多
份，悬挂横幅标语38条，提高群众对疫
情防控知识的知晓率，增强群众自我
防范意识。为摸清回乡人员底数，特
别是武汉回乡人员，她不怕疲劳，起早
贪黑入户头、走田头、摸人头，确保一
户不漏、一个不少。该村3组有户印姓
人家，夫妻残疾，儿子远在广东佛山工
作，她在排查时得知印家的儿子春节

回家，就当即向其家人要了联系电话，
问清了回家的具体时间、乘坐的交通
工具等，及时掌握回乡人员动态，随时
落实防控措施，并对武汉和外省回乡
人员实行一档一册、一人一档。“自从
我居家观察以来，杨主任的联系就没
有中断过，上门帮助解决了不少困难，
暖心的服务使我深受感动，我们没有
理由不配合工作。”一名从上海回家过
年的朱姓机械师说道。

杨晓翠在坚持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还不忘鼓励女儿既然选择了这个
工作，就要坚定地去做，不仅要做还要
做好，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直到打赢疫
情阻击战的最后胜利。女儿坚定地表
示决不拖妈妈的后腿，一定要全心全
意投入到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

（陈正坤）

战“疫”战线上的“母女花”

本报讯 2月13日下午，江苏博汇
集团医疗设备捐赠仪式在大丰人民医
院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玉霞，
副区长张德凯出席。

江苏博汇集团作为我区重点骨干
企业，通过8年发展，形成了造纸、化
工、热电及配套污水处理等多个行业
为主的集团企业格局，该企业在自身
发展的同时，坚持发扬“吃水不忘挖井
人”的红色精神，积极参与慈善等社会
公益活动。

当前我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正有序有力有效开展，在区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江苏博汇集
团高管主动坚守在大丰、坚守在企业，
集团党支部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迅速组织党员先锋队，内防扩散、

外防输入，对企业办公区域、宿舍区
域、食堂区域、公共卫生间、公共浴室
每日进行全方位零死角消毒，准确统
计企业所有员工行程和健康信息，并
坚持每天对在岗员工测量体温，切切
实实全力做好企业生产的各项工作。

该集团在做好企业内部防控工作
的同时，也真切地关注着大丰的防控
疫情形势，主动联系我区红十字会，要
求捐赠二百万元的医疗设备，充分体
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区领导要求，受赠的区卫健委、人
民医院、疾控中心要切实加强受赠物
资的管理使用，确保用到疫情防控最
需要的地方，让爱心企业放心满意，让
受赠物资发挥最大效应。

（宗敬婷）

江苏博汇集团医疗设备捐赠仪式举行

◎
如
何
提
高
﹃
心
理
免
疫
力
﹄
？

◎
如
何
提
高
﹃
心
理
免
疫
力
﹄
？

20202020年年22月月1414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王忠美王忠美 韦韦 蔚蔚 ■■组版组版：：朱承君朱承君 ■■电话电话：：8203241882032418

特 刊 3

防范新冠肺炎，这些事你要知道

依法科学有序防控 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

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
洗手，用一次性纸巾或干净毛巾擦
手。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
打喷嚏后）应立即洗手。

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
住口鼻，咳嗽或打喷嚏后洗手，避免
用手触摸眼睛、鼻或口。

增强免疫力，保持室内清洁和通风

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均衡饮
食、适量运动、作息规律，避免过度
疲劳。

每天开窗通风次数不少于3次，
每次20-30分钟。户外空气质量较

差时，通风换气频次和时间应适当
减少。

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

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
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

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如咳嗽、
流涕、发热等，应居家隔离休息，
持续发热不退或症状加重时及早
就医。

洗手在预防疾病传播中的作用

正确洗手是预防腹泻和呼吸道
感染的最有效措施之一。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等权
威机构均推荐用肥皂和清水（流水）
充分洗手。

正确洗手需掌握七步洗手法

1.双手手心相互搓洗（双手合十
搓五下）；

2.双手交叉搓洗手指缝（手心对
手背，双手交叉相叠，左右手交换各
搓洗五下）；

3.手心对手心搓洗手指缝（手心
相对十指交错，搓洗五下）；

4. 指尖搓洗手心，左右手相
同（指尖放于手心相互搓各搓洗
五下）；

5.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拇指
搓洗，左右手相同各搓五下；

6.弯曲手指使关节在另一手掌
心旋转揉搓，交换进行各搓五下；

7.螺旋式擦洗手腕交替进行。

哪些时候需要洗手

传递文件前后；在咳嗽或打喷
嚏后；在制备食品之前、期间和之
后；吃饭前；上厕所后；手脏时；在
接触他人后；接触过动物之后；外
出回来后。

在外不方便洗手怎么办

可以使用含酒精消毒产品清洁
双手。冠状病毒不耐酸不耐碱，并
且对有机溶剂和消毒剂敏感。75%
酒精可灭活病毒，所以达到一定浓
度的含酒精消毒产品可以作为肥皂
和流水洗手的替代品。

口罩该怎么选

1. 正常外出时选择一次性医用
口罩即可，建议连续佩戴 4小时更
换，污染或潮湿后立即更换；

2.去医院看病或人群密集处可
选用N95医用防护口罩，建议连续
佩戴4小时更换，污染或潮湿后立即
更换。

如何正确使用口罩

1.医用口罩颜色深的是正面，正
面应该朝外，而且医用口罩上还有
鼻夹金属条；

2.正对脸部的应该是医用口罩
的反面，也就是颜色比较浅的一面，
除此之外，要注意带有金属条的部
分应该在口罩的上方，不要戴反；

3.分清楚口罩的正面、反面、上

端、下端后，将手洗干净，将两端的
绳子挂在耳朵上；

4.最后用手压紧鼻梁两侧的金
属条，使口罩上端紧贴鼻梁，然后向
下拉伸口罩，使口罩不留有褶皱，覆
盖住鼻子和嘴巴。

特殊人群如何佩戴口罩

1.孕妇佩戴防护口罩，应注意结
合自身条件，选择舒适性比较好的
产品；

2.老年人及有心肺疾病的慢性
病患者佩戴后会造成不适感，甚至
会加重原有病情，应寻求医生的专
业指导；

3.儿童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其脸
型小，选择儿童防护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