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疫期
间袁医疗机构内产生的口罩尧防护服等
使用后的防护用具一并纳入医疗废物
处置遥 同时袁医疗废物处置每日交医疗
废物处置单位集中处置袁必要时再提高
收集频次噎噎冶2月 6日袁 在临海镇中
心卫生院医疗废物临时收集处袁射阳生
态环境局环境监管执法人员正在对医
疗废物收集尧登记和贮存工作进行严格
检查袁并向工作人员介绍疫情防控过程
中医疗废物处置工作方案遥
疫情就是命令袁防控就是责任遥野我

们环境监管执法人员从大年初三开始
就取消休假袁 投入到疫情防控的第一
线遥 疫情是看不见的敌人袁疫情期间医
疗废水尧医疗废物处置袁事关源头上切
断病原体 耶二次污染爷袁 容不得半点疏
漏遥 冶射阳生态环境局固废中心负责人
刘其国告诉记者袁做好医疗废物安全处
置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袁在我市启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玉级应急响应后袁该

局立即安排部署袁成立 5个应急执法工
作组袁分赴全县 15个镇区 23家医疗机
构进行检查袁出动人员 96人次袁对检查
中发现的医疗废物暂存仓库堆放其他
杂物尧未单独设置医废暂存点等问题督
促立即整改遥

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是重要的一
道防线和最后的一个环节遥该局还积极
强化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袁加强敏感单位
的水污染物排放监管袁加强与县卫生健
康部门紧密配合遥同时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袁组织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及时提供
环境监测服务袁做好空气尧地表水环境
质量监测袁加强对全县饮用水源地水质
的监测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遥

刘其国告诉记者院野疫情当前袁我们
一定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攻坚战袁 把上级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袁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袁以
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袁在疫情防控
中做出积极的贡献遥 冶

生态环保铁军冲前线
本报记者 彭岭 通讯员 杨洋

野喂袁请问是县心理咨询师协会的
心理咨询师吗钥不好意思袁半夜打扰您
了遥 冶

野你好浴不要急袁慢慢讲袁我会为你
提供帮助并为你保密的遥 冶

野我在朋友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你
们的心理咨询志愿服务热线遥 情况是
这样的袁我从除夕到现在袁一直呆在家
里自我隔离遥最近袁我发现自己情绪低
落袁对一切都似乎失去了兴趣遥 冶

野首先袁你要知道这种心理反应是
正常的遥 疫情的暴发会给我们带来巨
大的心理压力袁甚至造成心灵的创伤袁
产生一定的消极情绪是十分正常的遥
我们要正视这类情绪袁 尝试着接纳自
己的感受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生活尧应
对疫情噎噎冶

2月 3日夜里 11时许袁 正在睡梦
中的县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张才祝被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遥 一位因焦
虑过度而产生心理悲伤情绪的女子打
来了求助电话遥 一个小时的心理疏导
很快就过去袁 张才祝通过心理安抚和
冥想暗示等方式帮助这位求助者获恢

复了平静袁 同时还教给她自我心理疏
导的方法遥

面对疫情袁担忧尧焦虑尧恐慌情绪
肆意蔓延袁更加重了疫情带来的伤害遥
为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袁 提高心理免
疫力袁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袁县心理咨
询师协会组织全县部分心理咨询师开
展志愿服务遥 他们在志愿服务微信群
里发送 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
众心理自助与疏导指南曳叶危机时刻的
儿童心理支持与亲子建议曳叶心理危机
干预曳等方面内容袁并组织了 40 多名
业务能力较强的心理咨询师参与全县
疫情防控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遥

野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尧互联网与家
人尧朋友交流袁相互鼓励尧沟通感情袁加
强心理上的相互支持袁 构建心理抗疫
同盟曰还可以通过积极联想法尧放松训
练法尧情绪宣泄法尧认知调整法等方法
来调整自己的心理遥 冶 张才祝提醒市
民袁维持稳定健康的生活方式袁尽可能
维持原有的作息规律袁 按照原先的节
奏生活袁 让自己回到正常的生活轨
道冶遥

午夜的求助电话
本报记者 成杰

渊上接一版冤野人勤春来早遥 今年的形势
比较特殊袁马上就要进入农业播种和管
养的阶段袁 在全国共抗疫情的关键时
期袁我们一定不能耽误农业生产遥 我们
是国家定点尧江苏省产能最大的生物农
药原药生产企业袁为国内五家赤霉素和
阿维菌素生产企业之一袁我们更要群策
群力袁 为现代农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遥冶严昌伟解释道袁在国家省市及地方
政府的强力支持下袁企业加大抗击疫情
力度袁既加紧生产袁保证产品供应市场袁
也加强职工自身的劳动保护和疫情防
护袁200多位职工个个佩戴口罩尧 勤洗
手尧常消毒袁生产干劲足遥

在发酵车间袁记者看到袁近百吨的
大罐子里装满了原料袁一旁的温度计显

示为 28益遥 野前面的程序是消毒袁要把
这些原料中的其他杂菌杀死袁只留下我
们需要的菌种袁消毒温度很高袁要达到
120益以上袁 然后迅速通过物理降温措
施袁把温度恒定在 28益袁再通入无菌空
气增加溶氧袁使其增殖发酵袁然后再加
入辅助材料袁进行萃取尧浓缩尧提炼袁最
后形成的产品为白色固体粉末遥 冶严昌
伟介绍袁赤霉素和阿维菌素不仅生产周
期较长袁而且原料与成品的产出比大约
是 1000院2袁 也就是说袁100吨的原料才
能生产出 200公斤左右的产品袁 因此袁
市场价格比较高袁每公斤要 1000多元遥

今年的开局形势非常好袁该公司产
销两旺袁 去年实际完成产值 2.1亿元尧
税收 1000多万元遥

丰源生物 24小时连轴转
渊上接一版冤远在日本访学攻读预防医学专业
博士学位的女儿对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十分关
注袁用所学知识解释病毒传播的医学规律遥随
着疫情的蔓延袁 女儿为父亲总是顾不上自己
的身体袁与科学防疫野逆着来冶担心遥 更有几
次袁 妻子时长云只能悄悄拿着丈夫的手机以
丈夫的口吻给女儿说几句安慰的家常话袁让
女儿放心遥

野每天夜里回到家袁从进门开始袁就听他
手机响个不停袁 有时半小时和他都插不上一
句话袁我和他说还不如就在班上不回来呢遥自
年初一后袁他回来就跟我分房间休息了袁一是
怕打扰我休息袁二是要耶自我隔离爷遥 冶时长云
既替日夜加班的丈夫担心着袁 又常常被丈夫
感动着遥由于用眼过度袁尤立勇眼睛结膜充血
红肿疼痛难忍袁 时长云连夜去药店给丈夫买
眼药水曰因为不能按时吃饭袁尤立勇夜里胃痛
腹泻袁 时长云为他拿暖水袋尧 端热水和送胃
药遥 了解丈夫的时长云知道袁 疫情一天不结

束袁丈夫肯定是不会好好休息的袁更不会丢下
工作去医院检查的遥

去年腊月二十六深夜袁尤立勇 81岁高龄
的父亲尤保清突发脑梗被送到县医院急救遥
连续挂水治疗几天袁 直至腊月二十九病情相
对稳定后才回家保守治疗遥 在兴桥镇万隆村
尤立勇父母的住处袁面对记者的采访袁卧病在
床的尤老爹十分感慨地说院野在医院都是媳妇
忙前跑后的袁 儿子说好这个假期能在家多待
几天袁好好陪陪我的遥谁知大年初一下午接到
个电话袁就立即走了袁到现在也没回来遥 但我
知道他的工作一定和疫情防控有关袁 我不能
叫他回来耽误正事遥就希望疫情早点过去袁他
的工作能轻松些袁也能回来看看我们遥 冶

谁不顾及个人安危袁谁不想和家人团聚袁
谁没有最深的牵挂钥 但只要疫情控制工作还
在继续袁 尤立勇和他的战友们就依然奋战在
紧扼疫情传播野咽喉冶的第一线遥 野这是我们的
责任所在袁冶尤立勇的回答掷地有声遥

紧扼疫情传播的野咽喉冶

野今天的家庭党小组会议袁我要宣布两件
事院一是因近期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袁 所以暂停举办一年一度的年席酒袁以
及正月初六的二姑太 80岁寿宴和正月初八的
孙女 30岁生日宴曰 二是各位党员在这关键时
刻袁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春节不休息袁到各自
岗位协助村和单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遥下面由
孙子张永勇传达镇村召开的疫情防控会议精
神噎噎冶日前袁在临海镇华兴村张学兵家袁每年
一次的野家庭党小组冶会议热烈地举行着袁党小
组组长张文堂主持会议袁开门见山提出会议中
心议题遥

据担任该镇兴盛村民调主任的张永勇介
绍袁野家庭党小组冶组长张文堂是他爷爷袁今年
84岁遥 2017年在他的倡议下袁张永勇的父亲张
学标尧叔叔张学兵尧妹夫高磊尧妹妹张雅以及他
自己一家 6名党员成立了野家庭党小组冶遥 每年
春节活动一次袁 汇报各自一年工作成绩和变
化袁上一堂家风家训课袁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

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袁使年轻党员和老党员有
了组织感尧归属感遥 张文堂说院野一次宣誓袁终生
信仰浴 宣过誓的人就得干宣过誓的事袁绝不能
放松要求袁党员不是普通群众袁国家大事与我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遥 目前出现疫情袁我们党员
要立即行动袁各自回到工作岗位袁协助党和政
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遥 冶

在张文堂的号召下袁张学标尧张学兵走出
家门袁戴上口罩袁打扫卫生袁清理垃圾袁进行消
毒遥 张文堂一边打扫卫生还在一旁监督曰党员
高磊尧张雅走进农户家中发放防控知识等宣传
资料袁告诫群众做好防控措施袁几天来已走进
300多户农家曰张永勇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袁张贴
标语袁开着宣传车袁手持小喇叭袁发放宣传单样
样都来遥
邻居顾宝林说院野今年春节袁我们都在家休

息袁而张家老少三代袁个个忙得不停袁不是上门
发宣传单就是去消毒袁 用小喇叭宣讲防疫知
识袁这家几名党员真的了不起浴 冶

特别的“家庭党小组”会议
本报通讯员 张同祥 记者 葛静漪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 通讯员 陈广
苏 崔飞龙冤野你我都是新利人袁大家不要乱
串门曰冠状病毒不可怕袁就怕大家不听话曰宁
愿涨点膘袁也不在外飘曰长膘是富态袁乱飘是
祸害曰大家在自家袁健康你我他噎冶连日来袁
一个有关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的抖音红遍网
络袁而视频的创作者就是市人大代表尧射阳
经开区新利村党总支书记尧野百姓名嘴冶唐会
兰遥

随着野新冠肺炎冶疫情爆发袁如何能更直
接地让每位村民都了解到疫情防控的严峻
形势袁唐会兰开动脑筋袁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袁
连夜将疫情防控要点编成通俗易懂的顺口
溜遥 连日来袁唐会兰带领着 18名村组干部尧
志愿工作者分成 3个小组走街串巷袁向全村
群众进行生动有趣宣传袁得到广泛好评遥

自全县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袁新利村
迅速响应尧积极作为袁在疫情防控期间全力
做好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保障袁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和疫情阻击的双线战争遥 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袁在村内张贴倡议书尧健康提示卡和

一封信袁组织流动宣传车尧村居大喇叭循环播放防疫防控内
容袁在醒目位置及主要出入口拉横幅标语袁网格微信群正面
宣传袁同时倡议村民不聚集尧不聚餐尧不外出尧保持家庭环境
卫生尧注意家人个人防护袁确保防控信息应知尽知遥 发动村
组干部尧网格长尧宣传文化管理员等志愿者逐户询问排查从
湖北等重点地区返乡人员以及密切接触从湖北返乡人员袁
提示村民做好自我观察和隔离袁 对于重点关注人员一天两
次上门测量体温袁 询问身体健康状况并做好每日更新登记
上报遥对村内环境卫生进行大整治袁对超市等公共场所实施
严格消毒袁对湖北返乡人员严格实行野3+1冶服务袁一天两次
上门测量体温和消毒袁同时督促其他村民做好家庭卫生遥对
村内重点关爱人群进行了重点走访袁详细询问了老人尧留守
儿童的身体状况袁以及近期生活物品是否充足等情况袁并免
费送去了部分生活物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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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大爷袁新年好袁我们是镇里的志愿者袁今天给
你讲解一下耶新冠肺炎爷的防治知识遥这种肺炎是由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袁可以通过空气和直接接
触人传人袁但是大家不要害怕袁因为耶新冠肺炎爷是
可防可控可治的噎噎冶正月初五一大早袁合德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志愿者郑姗姗在交通路社区一
边挨家挨户地把叶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倡
议书曳发放到居民手中袁一边详细讲解防疫知识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袁牵动着合德镇
广大群众的心袁切实有效防控疫情是当前该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重要任务遥为积极做好疫情
防控宣传工作袁连日来袁合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的志愿者们放弃节假休息时间袁 舍小家顾大家袁默
默守护群众健康遥 在寒风料峭的春节里袁用行动与
爱诠释着志愿精神袁筑起一道众志成城防控疫情的
牢固防线遥

党员志愿者一线宣传野冲在前冶
野为切实在防控耶新冠肺炎爷疫情中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袁镇党委
动员全镇党组织尧 党员在防控工作中勇于担当尧主
动作为袁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袁全力守护全镇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 冶该镇党委主要
负责人对记者说遥

1月 27日袁 该镇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辖区内
的公共场所开展野新冠肺炎冶防控宣传工作袁进一步
强化群众安全防范意识袁汇聚起联防联治的强大力
量袁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遥

当天上午袁在太阳城尧恒隆广场等人流量相对
较大的场所袁该镇党员志愿者们戴着口罩尧佩戴党
徽袁向来往群众尧摊贩档主等发放叶致广大射阳市民
的一封信曳叶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健康教
育知识曳等宣传资料袁并积极向市民讲解戴口罩尧洗
手等疫情防控举措和科普知识袁同时教育引导市民
在春节期间尽量以居家为主袁 不去人员密集场所袁
不参加大型集体活动袁不串门尧不聚餐袁认真做好自
我防护遥

平安志愿者巡回宣传野接地气冶
野村民朋友们注意啦袁凡是从武汉回到射阳的袁

请到村里进行登记曰请广大村民朋友们不要到人员
密集的地方去袁注意自身安全遥祝大家身体健康尧万
事如意浴 冶1月 28日袁合德镇巡防队员们身穿红马
甲尧戴着口罩尧冒着严寒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全镇各

个村落袁拿着小喇叭袁广泛宣传野新冠肺炎冶预防知
识袁把爱心传递给每家每户遥

这些流动的平安志愿者在村居道路上给来往
的村渊居冤民发放防疫知识宣传手册袁并现场为村
渊居冤民讲解如何正确戴口罩和洗手袁进一步增强村
渊居冤民对疫情的防护意识遥 同时袁他们还走进村居
里的商店尧超市袁号召商家利用 LED屏尧宣传栏尧橱
窗等阵地袁宣传有关疫情防控的政策尧措施及防疫
知识遥

法治志愿者入户摸排野真仔细冶
野这是我们社区的法治志愿者四天来入户摸排

的人员名单袁 主要是从外地回社区的居民家属名
单遥 这些居民全部到社区来过一次袁我们给他量过
体温遥今天早上袁我们又给这些人员打了电话袁询问
他们有没有发烧尧咳嗽的症状遥 冶1月 29日袁该镇发
鸿社区党总支书记李仁祥拿着一沓入户摸排的外
来人员名单告诉记者遥

连日来袁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法治志愿
者走进社区摸排信息袁提醒广大老人尧小孩袁尽量少
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袁去公共场所一定要带口罩
做好预防遥 同时对外出返乡人员进行全面登记袁针
对从湖北武汉返乡的人员袁要求他们自行在家进行
医学观察 14天袁不与外人接触袁如有发热症状立即
前往县医院进行检查袁并在第一时间内告知所在社
区遥

野这些志愿者入户摸排真仔细袁同时让我们知
道了这次疫情的严重性遥如今袁我们自觉宅在家里袁
尽量减少到人员聚集地遥 冶社区居民孙良栋说遥

大爱佑平安
要要要合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积极参与野新冠肺炎冶防控侧记

本报通讯员 韩珍梅 记者 杨向东

野请关闭车内空调袁带上口罩袁我们
需要测量一下你们的体温遥 冶野宣传单上
的注意事项袁请你们再仔细阅读一下遥 冶
2月 5日上午袁 在沈海高速兴桥服务区
内袁 防疫人员正在逐一检测过往车辆人
员的体温情况遥

野新冠肺炎冶疫情发生后袁县卫健委
疫情防控办发出紧急通知袁要求在高速尧
国道等交通要道设立卡口袁 高速公路出
入口附近的医疗机构组织医务工作者们
坚守在岗遥

兴桥高速口周边四个单位 20名医
务人员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袁 对所有从
沈海高速兴桥高速口的下站车辆进行人
员信息登记尧体温测量等袁遇到特殊人群
及时隔离观察并上报遥 野车窗摇下来袁漏
出一个个配合检疫工作的笑容袁 一声声
耶你们辛苦了爷袁 让我觉得战胜疫情的信

心倍增遥 冶 该卡口检查组组长尧兴桥卫
生院副院长韦广水告诉记者遥
从正月初二开始袁 韦广水和他的组

员们就在兴桥高速口值勤遥他们白天尧黑
夜坚持奋战袁 对经过兴桥高速出入口的
每一位车辆驾驶员和随车人员进行逐一
检测遥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袁 高速服务区

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加遥 为更好做实防控
工作袁 兴桥卫生院及周边卫生院的一批
医务人员转战到射阳服务区再次增设检
测点遥

野这次防疫战斗还没有结束袁我们医
务工作者会坚守一线袁 直至取得最后胜
利遥 我很自豪袁我是一名党员袁能够为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而贡献出自已的一
份光和热遥 冶韦广水向记者表示遥

关卡监测让“疫魔”止步
本报记者 成杰 通讯员 陈霄

野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钥 冶野最近身体
状况怎么样钥 冶野36.5益袁通过遥 冶在国道
228和射黄线交汇处袁民警和辅警将车
辆引导到防疫检查点袁 简单询问后袁两
名医护人员走上前袁检测车上所有人员
体温袁并做好登记和信息报送工作遥

野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配合检查袁
体温检测后我们也放心遥 冶接受体温检
测的庄力平是辽宁人袁目前在射阳从事
运输工作袁每天要往返黄沙港与县城两
至三次遥野特殊时期袁他们的工作我们都
能理解袁希望疫情早日结束遥 冶

目前袁国道 228防疫检查点都有民
警和医护人员现场执勤检测遥记者见到
的执勤医护人员是海通镇卫生院的夏
海艳护士和陈凤娇护士袁她们于上午 8
点到达现场袁下午 6点换班遥

夏海艳告诉记者袁 初设卡口时袁不
理解尧不配合的人很多袁觉得这么做多
此一举袁她和同事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反
复做工作袁一天下来嗓子都讲哑了遥 但
是最近以来袁 大家防疫意识提高了袁大
部分群众对卡口检查也越来越理解和
配合遥

野和前几天相比袁现在车流量已经
少了很多袁 不过还是不停地有车子进
出遥冶现场执勤民警陈其军说袁现在这个
路口每天大概有 2000辆车进出遥 记者
看到袁从国道口引导到检测点的车辆虽
不至于排长队袁但基本没有断过袁偶尔
也会排队等待袁不过几分钟就能通行遥

野虽然辛苦一点袁但能够做好防疫
工作袁 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值得的袁再
苦再累都是开心的遥冶陈凤娇告诉记者遥

不让疫情“过关”
本报记者 彭岭

野请出示业主卡袁访客下车登记曰请把所有车窗降下袁每个
人要测量体温遥 非常时期袁请理解一下遥 冶2月 4日袁记者来到
县城虹亚明湖之星小区采访袁物业工作人员戴着口罩袁仔细询
问每一位进门业主的信息袁并为他们测量体温遥

野耶新冠肺炎爷疫情发生后袁我们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
召袁从发放宣传单尧喷撒消毒液等方面入手袁全方位开展疫情
防治工作袁力保小区环境整洁和业主身体健康遥 冶该小区物业
负责人告诉记者遥
在小区的入口处袁 电子大屏轮番播放着防范新型冠状病

毒的相关知识袁几名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拿着高音喇叭袁一边
在小区内行走袁一边向居民发放宣传单页遥野小区是我家袁和谐
靠大家袁这几天房子正在装修袁我闲不住袁就发动了几个业主袁
自费购买大喇叭袁在小区内播放防疫知识遥 冶该小区业主杨宗
兰说遥
该小区物业负责人带记者来到物业库房袁 只见几名工作

人员穿戴整齐袁正在稀释消毒液遥野每天早上八点半袁就安排工
作人员每天两次在小区道路尧停车场尧楼梯过道等公共区域喷
撒消毒液遥 冶

野物业做得很到位袁不仅给公共区域消毒袁还在电梯里放
置了纸巾袁作为小区业主袁我们也会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遥
今天是立春袁春天来了袁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浴冶该小区居民王
惠信心满满地说遥

悉心把好小区门
本报记者 盛诚

野许家被传染了袁你们千万不能去领口罩呀浴 冶近日袁海通
镇许先生捐献口罩反被流言中伤袁 射阳警方快速查处造谣传
谣者袁让爱心人士的善举不被野辜负冶遥
因疫情防控物资紧缺袁 海通镇居民许先生自发购置万余

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袁其中大部分捐赠给医院尧镇区防控单
位及海通镇 10个村居袁剩余的千余只口罩免费发放给需要的
群众袁但却有流言说许家被传染了遥 面对流言袁许先生感觉自
己野一片好心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冶遥
县公安局海通派出所接群众举报后袁 立即查清事实遥 原

来袁网民姜某某在与别人闲谈时道听途说有人被感染袁1月 30
日袁她就在某微信群散布有人发热被派出所带走袁还有海通许
某某的女儿在武汉回来又发热等不实信息遥 群成员张某在微
信群里看到姜某某散布的不实消息后袁 出于吹牛的心理将消
息快速转发多个微信群袁引起了不明群众的恐慌遥
由于姜某某尧张某的造谣传谣袁许先生免费发放口罩的善

举似乎成了坏事袁 这不仅对许先生一家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
困扰袁更是对许先生的善心造成了极大伤害遥

2月 1日袁县公安局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曳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袁给予造谣的姜某某行政拘留五
日尧张某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遥

献口罩却受谣言中伤
造谣者受惩处被拘留

本报通讯员 顾卿 沈忱

面对野新冠肺炎冶疫情袁
连日来袁县社会福利院及时
调整工作重点袁对外来探望
人员进行详细的信息登记袁
暂时性停止聚众娱乐活动袁
并对老年公寓进行全面消
毒袁每天早中晚定时为老人
测量体温袁有效确保老年人
的身体健康遥

上图为工作人员正在
对老年公寓进行消毒遥

左图为医护人员正在
为老人测量体温遥

吴贵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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