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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防控疫情

致敬！最美坚守者

本报讯 通讯员孙玉晶报道
“多亏了您大年初一来帮忙，我们
才能如期生产，现在1万副护目
镜已完成装箱，下午将送往武
汉！”近日，当国网余姚市供电公
司营销所长杨敏杰再次来到宁波
吉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检查用电
设备时，吉丽公司总经理苏洲洲
表示感谢。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途
径进一步明晰，病毒可通过接触

这一途径传播受到关注。护目镜
作为医生防御新型冠状病毒的重
要“武器”，已成为短缺物资。

1月25日，大年初一。为满
足抗击疫情的迫切需求，吉丽公
司决定最晚于当天下午复工生产
护目镜。要知道召集本地工人并
不难，难的是公司的高配电工不
在，生产线的电能质量无法保障，
极易生产出废品，不仅浪费时间、
原料，更无法满足防疫需要。思

来想去，苏洲洲想起节前来公司
检查用电设备的杨敏杰。当时，
杨敏杰承诺24小时手机开机，遇
到任何用电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
他。

“可听说杨所长不是余姚本
地人，大年初一应该回家了吧。”
苏洲洲试探着给杨敏杰打了电
话。没想到杨敏杰半个小时后
就到达现场。无功调节、电压测
量……不一会儿，杨敏杰就为护

目镜生产线提供了可靠的高质量
电源。

原来，杨敏杰是湖北孝感
人。担任了5年营销所长的他，
节假日都在值班岗位上度过。
之前的春节，他是将父母接来
余姚团聚。但由于父母年岁渐
长，今年他原本已请好假，计划
腊月廿九返乡团聚。但当他得
知余姚有几家防疫设备生产企
业要无休抢产时，退掉了车

票。如今湖北疫情爆发，他非
常担心家中年迈的父母，但他
知道，做好防疫设备生产企业
的电力支撑，才是他此刻能做
的最大贡献。

“你们有用电问题再联系
我，我还要去另一家生产红外
测温热像仪镜头的企业检查电
力设备。”说完，杨敏杰又驱车
赶往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本报讯记者张浩呈通讯员王
頔、王珍珍报道 日前，在G25沈
海高速宁海收费站路口，一对医生
夫妻紧紧拥抱，被路人抓拍到。

原来是丈夫袁巍巍当天下午
4:00结束防疫工作后，驱车半小
时看望坚守在宁海高速路口防疫
点的妻子李鲤。看到妻子在冷风
中，对过往所有车辆中的旅客开
展医学检测，脸被冻得通红，情不
自禁跑上去拥抱，给她温暖，并说
道：“老婆，你辛苦啦。”李鲤被这

突如其来的一幕，感动得说不出
话……

两人分属宁海县第一医院医
疗健康集团深甽分院和北部医
院，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两夫
妻分别在各自的防疫点开展医学
检测。李鲤所在的高速路口车流
量极大，她与另外一名同事从中
午12时开始接手，连水都顾不上
喝。袁巍巍立刻投入到她们的队
伍，共同检测过往旅客，直到傍晚
6时同事接班。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王頔、
翁晓东报道 为了人民群众的平
安健康，春节期间，宁波众多医
护人员放弃与家人团聚，坚守岗
位。

除夕夜晚，下着零星细雨，宁
海高速路口，一名医务人员、两名
交警坚定地守望着高速出口，对
相关车辆开展医学筛查……

褚海娟，宁海县第一医院医
疗集团北部医院的副院长，下
午5点半接到高速路口疫情防
控点开展医学筛查的命令，顾
不上吃晚饭，一路飞奔到防控
点。

一辆24座的客车在交警指
挥下缓缓停下，褚海娟立即上车

开展医学筛查。“请问大家两周内
有没有湖北省的旅居史和密切接
触史？”然后给车上每位旅客都测
了体温，确认没有发烧患者后才
放行。“我们工作关卡前移，就能
让宁海人民的健康多一份保障。”
褚海娟说。

选择在岗位上坚守的还有刘
杰，她是宁波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
五乡分院的院感科长兼护士长。从
1月20日到1月25日，她又一次在
单位连轴转了6天。

武汉是刘杰的老家。奶奶、
妈妈、弟弟一大家子人都在武
汉。她很想家，早就打算好要
趁春节回武汉和家人好好团
聚。为了腾出休息时间，她选

择了一次次地加班，好几次没
人带的女儿就在她办公室的沙
发上睡着了。看着7岁的女儿
她既心疼又期待，心里不断憧憬
着一家几代人团聚的幸福时刻！

然而，疫情突然加重。她心
中充满了对至亲的担心，既想赶
紧赶到武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
帮助家人和亲戚，又有一种声音
在她心底不断响起：刘杰，你是医
护人员、你是院感科长、你是护士
长！一场可能开打的战争你要当
逃兵吗？

最终，刘杰选择了要当好一
名白衣战士，和战友们并肩战
斗。她说，武汉的同行们会和我
做同样的选择。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道“现
急需熟练缝纫车工若干，以加快
医用防护服的生产，支援疫情防
控一线，所有职工（包括临时工）
包吃包住，统一住宿在宾馆，上下
班专车接送。”大年初一，这则消
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被不断转
发。

农历正月初一，本是企业停
工、员工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可这
家企业为何这么急就要上班呢？
而且发布这则消息的不是企业，
而是政府部门及一些公益微信公
众号。后经记者核实，急着要招
工的企业是位于台州市黄岩区北
城街道的黄岩伊蔓工贸有限公
司。

公司一位姓牟的管理人员告
诉记者：“其实，我们早在1月17
日就放假了，现在急需员工，是因
为这次疫情的需要，因为我们主
要生产防护服，这几天需求量很
大，我们只好抢时间、抓生产，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出一份力。”

据了解，黄岩伊蔓工贸有限

公司作为全省惟一一家生产防护
服的企业，早在2003年抗“非典”
时期，就是卫生部定点生产企业。

“接到通知时，我人还在湖
州，就急忙连夜赶回来，原定初九
开工，现在大年初一就得恢复生
产。”黄岩伊蔓工贸有限公司总经
理郑懿告诉记者。

就这样，郑懿果断放弃了和
家人的团聚，立即赶回企业，部署
工人回岗事宜。

昨天，负责生产线的曹主任
告诉记者：“我年三十就来了，车
间副主任倪敏燕本来想去临海陪
伴父母，得知要加班后，就立即挨
个电话通知车间人员，叫他们一
起来上班。”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
金文君报道 疫情来势汹汹，
2020年的春运注定不平凡。如
果说医务人员是“最美逆行者”，
那交通职工就是“最美坚守者”。

浙江省交通集团金温铁道公
司每日开行旅客列车12对，高密
度的人群集聚，给疫情防控工作
带来很大压力。但从一线到后勤
人员，从党员到群众，面对这场战
役，铁路职工们牢牢坚守“阵地”，
奋起抗击疫情。

关键时刻能打硬仗

1月25日，K1258次列车从
达州站开出，11号乘务员孔松
堂在巡视车厢时，发现一位女性
旅客靠着窗户脸色有些难看，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高峰期，孔
松堂十分警觉，立刻上前询问情
况。

旅客表示，自己有些头晕、发
热，曾与武汉回来的亲戚有过接
触。孔松堂赶紧用对讲机呼唤车
长。当班车长傅林琳立刻带着体
温计前往现场，后为其测量体温
为37.9℃。

傅林琳随即将旅客带至13
车放空车厢进行隔离，并立即安

排人员对旅客乘坐过的位置以及
车厢进行消毒，更换座位套以及
头套装袋单独存放。

同时，傅林琳联系成都局客
调汇报情况并申请联系梁平站
120救护车。到达梁平站后，穿
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已在站台上
等候。

经医院诊断，旅客检查结果
正常，只是普通的发烧感冒，未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现体温正常，傅
林琳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从发现乘客异常到事件处
置完毕，一系列的疫情防控措
施迅速而有条不紊。据了解，
自武汉发现疫情以来，金温铁
道公司第一时间布置相关疫情
防控工作，成立领导小组，召开
专题会议，车站实行24小时值
班制度，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
作。

“本来还担心车站人流大现
场会很乱，但是看到现场工作人
员那么尽心尽责地对候车座椅进
行消毒，卫生间内也都有消毒洗
手液，车站一直播放着疫情防护
知识，感觉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场
疫情。”在温州站准备乘车去丽水
的袁女士说。

做细做全服务，传递疫情下
的温暖

“你好车长，我们要到武昌
去，这是我们的派遣证明……”

1月26日，K1258 次列车上
迎来了几位特别的乘客，他们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4位
医生，均是90后，最小的一位还
是刚刚毕业参加工作。“接到任务
后，我们都马上报名了，读了这么
久的书，学了这么多的医学知识，
一定得派上用场。”

按照既定流程为他们做好体温
测量和相关登记后，列车为他们安
排了升级服务，并落实专人负责这
些“最美逆行者”的饮食、卫生、安全。

“我由衷地从心里敬佩这些
年轻人，他们是新一代的中国脊
梁！”列车长李芳说：“我们能做
的，就是为这些英雄提供最便利、
满意的服务。”

“如果把这场防疫防控工作
形容为一场战役，那么乘务员虽
未能冲上前线拼搏，但是在列车
这个‘阵地’上，大家坚守岗位不
惧风险，守护每一位旅客的平安，
对打赢这场防疫战作出了自己最
大的贡献。”李芳说。

金温铁道乘务员：

关键时刻打硬仗

防控疫情
劳动者风采

乘客对列车服务竖起大拇指。
放弃和家人团聚

黄岩伊蔓工贸公司职工
春节赶制防护服

湖北小伙在余姚：

对家乡最长情的告白是留下来，冲上去！

最美的拥抱宁波医护人员：

守护大家的生命和健康
本报讯 毛朝阳、陈海林、王

潘红报道 1月28日，衢州市派
出第三批医疗队驰援武汉。他
们是来自衢化医院的医务人
员。在出征前，他们纷纷向党
组织写下“请战书”，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衢化医院5名出征的医务
人员是李德生、吴彬彬、王凌
波、汪维敏、赵郑琦。

1月27日，衢州市派出第
二批医务人员驰援武汉。他
们是来自衢州市中医院的叶
燕飞、汪晓菲。在开往武汉的
列车上，叶燕飞和汪晓菲分别
向医院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叶燕飞在她的《入党申
请书》上写道：“亲爱的党组
织：在我的周围有许多优秀共
产党员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冲锋陷阵。他们是我学习的
榜样。今天，我有幸加入驰援
武汉的医疗队，我一定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以自己的青春

和生命圆满完成组织交给我
的光荣使命！请党组织考验
我吧！”……

为了能接受组织的挑选，
许多医务人员纷纷向组织写了

“请战书”。
王凌波说，我在重症监护

室工作多年，熟悉重症抢救要
点，而且又是男护士。我觉得
我应该首当其冲，排在女同事
前面，积极响应党的召唤，接过
驰援武汉的接力棒！

赵郑琦，是这支医疗队里
最年轻的队员。她是在武汉读
的大学。对武汉的那份特殊感
情，让她觉得更加责无旁贷！
出征前，她还特意剪短了头发，
以便更有利于工作。

衢州市中医院院长廖晓方
无限感慨地说，怀着对党的信
仰和对人民的热爱，医院有太
多的医务工作者都写下了“请
战书”，时刻准备着，接受党和
人民的召唤！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昨日，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三场
新闻发布会举行，省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孙黎明，温州市副市
长汤筱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博士
生导师、主任医师盛吉芳介绍
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孙黎明首先通报了我省最
新疫情情况。2020年 1月 28
日 0~24 时，浙江省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
病例123例，新增重症病例11
例，新增出院病例2例。其中：
新增确诊病例中，杭州市 19
例、宁波市3例、温州市54例、
湖州市2例、嘉兴市3例、绍兴
市12例、金华市6例、衢州市3
例、舟山市2例、台州市18例、
丽水市1例；新增重症病例中，
杭州市6例、温州市1例、金华
市1例、台州市1例、丽水市2
例；新增出院病例中，温州市2
例。

截至1月28日24时，浙江
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确诊病例296例，重症
病例42例；出院病例3例。

发布会上，孙黎明分析了
28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比较多的
原因：一是我省按照国家第四
版诊疗方案要求，扩大检测机
构，提升了检测能力，目前全省
有18家医院、62家疾控中心、
还有多家第三方实验室具备了
检测能力，大大加快了病例诊
断的速度。二是我省进一步加
大了排查力度，包括交通枢纽
（机场、车站、码头等）及交通卡
点的检查力度，同时通过大数
据信息技术开展密切接触者调
查，扩大搜索范围。三是有流
行病学史的回浙返浙人员基数
较大，其中的感染者大多在平
均潜伏期，近期将会发病，但这
些人员大多采取了居家或集中
医学观察，造成二次传播的可

能性较小。
孙黎明表示，目前，疫情仍

处于上升阶段，预计未来7~10
天新增病例数增幅会逐步减
少，并进入平台期，若各项管控
措施持续有效落实，有望出现
拐点。

孙黎明透露，当天我省又
会有1例患者治愈出院（丽水），
我省首例危重症确诊患者，经
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已于
28日转为轻症。

温州疫情发展较快，目前
已突破100例，当地采取了什
么措施？在答问环节，汤筱疏
介绍了温州防控疫情情况。

汤筱疏介绍，温州在1月初
启动了疫情检测工作，全省第
一例就是在温州发现的。截至
28日24时，温州确诊病例114
例，重症8例，治愈出院3例。

温州疫情增长较快有几个
原因：一是返温人员基数较
大。温州在武汉经商、就学的
有18万人左右。前期通过商
会动员他们暂时不返温，但是
排查出返温人员还是有3.3万
人。发病增长和回温人员成正
比。二是温州的排查工作越来
越仔细。温州对于湖北回温人
员加大排查和防控力度。采取
了手机大数据、网格大摸底、入
口大排查、宾馆大检查等手段，
确保患病人员能被及时发现。
三是监测速度在加快。如今，
温州全市共有8家机构可以监
测，并坚持及时全面向社会公
开信息。

盛吉芳回答了治疗方面的
情况。她介绍，救治方面上，按
县里轻症，市里重症，省里危重
症的分类，转入相应医院集中
力量收治，集中专家集中物资，
提升救治的成功率。结合原本
治疗禽流感和SARS的经验，
在寻找有效的抗病毒治疗上着
重下力气，得到了稳定控制的
效果。

出征前递交
入党申请书

衢州医务工作者写下“请战书”驰援武汉

我省疫情防控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预计未来7~10天
新增病例数

增幅会逐步减少

“战士”出发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