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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南通
援大冶医疗队了解到，当天上午，
包括南通医护人员在内的江苏援
大冶医疗队的全体62名队员分
赴大冶市人民医院、大冶市中医
医院，经过与院方现场对接后，已
正式进入隔离病区开展工作。

早上7点30分，江苏援冶医疗
队全体队员集结完毕，带齐相关装
备，陆续登上大巴车，分别前往大

冶市人民医院、大冶市中医医院。
“今天，我们江苏援冶医疗队的

6名医生和22名护士，将充实到重
症病区完成临床工作，其余的医生
和护士分散到其他区域进行相应的
临床工作。”在大冶市人民医院，江
苏援冶医疗队领队、南通市第一人
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马航告诉记
者。“从清洁区要穿过4扇门才能走
进重症患者区域，我们在流程熟悉
后进入了该区域。”当天，他带领江
苏援冶医疗队的队员们向该院医生
了解隔离病房病人基本情况，熟悉
病房布局、病人情况以及操作流程，
商讨诊疗等工作方案。

“江苏医疗支援队的到来对于

我们来说如同久旱逢甘霖，为我们
打赢抗疫阻击战增添了生力军。”大
冶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许清
接受采访时表示。

带队前往大冶市中医医院的江
苏援冶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南
通市第六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医师顾红艳介绍，目前，大冶市中医
医院分成3个隔离病区，共有10名
江苏援冶医疗队员进行支援。其中
第一病区收治的是确诊重症病例，
第二、第三病区则以轻症病例为主。

目前，南通前往援助黄石大冶
市的医疗队员全部混编入江苏医疗
队开展工作，全体队员工作热情饱
满，状态良好。 记者李波

晚报讯 疫情面前，负责港闸区
唐闸镇街道新园社区公园佳苑二期
的南通市佳泰物业工作人员、小区保
安和社区干部始终靠前作战，为小区
居民生命安全守好卡。他们的辛
勤付出让居民们动容，而居民们则
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连日来，居民们为战斗在一线
的他们送去各类物资。在额温枪买
不到手的时间段里，32幢1104室、
45幢506室业主，在第一时间把家
里自用的额温枪提供给物业为小区
业主服务。28幢天天鲜果园老板为
卡口的保安送来了苹果、橙子、饼

干。30幢文峰超市老板送来了方便
面、饮料。南通力霸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帅哥冒雨开
车，给物业送来了5大桶84消毒液，连
喷壶都给配置好了，还耐心地教物业
人员消毒液的配比。业主徐女士送
来了一大箱防护镜。38幢1102室等
居民还主动参加志愿者服务行列。

你为我守卡，我送你温暖。公
园佳苑二期居民以实际行动和绵薄
之力助力疫情战役，让业主与物业、
居民与社区干部之间的关系变得更
加融洽。
通讯员施霞 袁海军 记者任溢斌

晚报讯 从7日晚开始，一个
身穿连帽羽绒服、戴着口罩，把自己
捂得严严实实的小男孩，接连4个
晚上，悄悄溜进启东市公安局汇龙
镇中心派出所的接警大厅，放下手
中几个纸袋子转身就走。

纸袋里每回都装着各式甜品，
还有小男孩手写的卡片：“谢谢你
们，警察叔叔！你们辛苦了……
这是我妈妈亲手做的，请放心食
用……中国加油！启东加油！”上
面，小男孩还很认真地画上了一
颗颗红心。

民警调取监控视频，发现男孩
是在妈妈陪伴下进来的，但母子俩
的脸都用口罩捂着，看不清。

听说男孩第一晚进来时，曾问
过当班民警每班几人。在第三天晚
上8点开始，几名民警便守候在接
警大厅门口。果然，小男孩又拎着

甜品袋走了进来，放下纸袋就一溜
烟跑了。

10日晚，当班民警许向荣专门
作了“部署”——等小男孩进来，立
即关门！一定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个
可爱的暖心男孩。

果然，当晚8点20分，小男孩
拎着甜品纸袋如期而至。这下，几
位民警一起把他堵在了门口。看着
男孩清澈诚挚的眼睛，许向荣情不
自禁地向他敬了个礼，男孩也庄严
地回了个礼。

民警问小男孩叫什么住哪儿，
小男孩就是不开口。被逼急了，他
大声说：“我12岁，姓黄。”

看着男孩着急的样子，民警
又好笑又心疼。男孩一边挥手道
别，一边回头说：“我以后也要当警
察……”

通讯员陆玲琳 孙鼎 记者黄海

晚报讯 “我们在家休息，而环
卫工人却要面对疫情天天上岗，这
是我和妻子的一点心意，请分发给
环卫工。”13日上午，一辆黑色小轿
车驶到海门四甲镇政府保洁办门
口，从车上下来一名中年男子。他
边表明来意，边将37箱方便面搬
下，令在场的人十分感动。

中年男子名叫姜小军，他和妻
子在四甲镇货隆街上开了一家“鸿
富轩大酒店”。由于酒店规模较大，
设施齐全，加上姜小军夫妇经营有
方，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早在今年
春节前，姜小军的大酒店从除夕至
正月底，已被客户订满了，其中不乏
婚嫁喜庆的酒宴。

1月24日中午，姜小军接到镇
疫情防控部门所有的餐饮行业必须

关闭的通知，他和妻子立即联系春
节期间订餐的客户，通过微信支付，
退掉了上万元的定金。当日下午，
姜小军就贴出防疫部门的公告，在
货隆街上第一个关掉了酒店。

目睹当地镇村干部和志愿者夜
以继日，连口热菜热饭也吃不上，姜
小军夫妇一合计，决定买些食品来
慰问一下一线的战士。从大年初六
开始，姜小军和妻子驾驶车辆，从超
市买来200多箱方便面和面包、奶
茶等，分别来到防疫卡点和当地的
派出所，以及四甲镇的数个村，送上
他们的一片爱心。有时本地超市食
品脱销，姜小军便赶到南通购买。
到目前为止，姜小军夫妇共捐赠了
上万元的食品。

通讯员龙水

晚报讯 昨天，启东市第三人
民医院的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
愈出院。

据了解，这名庄姓患者为吕四港
镇人，系启东市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
者周某的妻子。庄某和丈夫长期在武
汉做生意，夫妇俩于1月20号从武汉
回到吕四，丈夫发病后庄某一直在旁
照顾。庄某1月30日发病后，被转到

启东三院隔离治疗，2月2日确诊。
庄某入院后，启东市级专家组

第一时间为她制订了个性化的治疗
方案，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庄
某的病情逐步改善。经复查，肺部炎
症明显吸收，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阴性。经过南通市专家组评
估，符合出院标准，居家隔离观察。

记者黄海

昨天，经过
14 天的隔离和
医学判定，重庆
飞南通航班的隔
离人员终于可以
回家了。临别
前，大家与医护
人员合影留念。

记者李波

晚报讯 “感谢全体工作人
员对我们的照顾，你们辛苦了！”
昨天，与新冠肺炎病患同机从重
庆飞往南通的密切接触者们，在
集中医学观察14天后无一人感
染，全部解除隔离。至此，我市首
批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集中医学
观察点的相关工作告一段落。

昨天上午，在完成体温监测
后，留观人员纷纷走出集中医学
隔离观察点。他们拉着行李，坐
上工作人员早已预约好的网约
车，开心地离开。临别前，他们向
全体工作人员再三表示诚挚谢
意，感谢大家对他们无微不至的

关怀和照顾，让他们能够科学乐观
地面对疫情，顺利渡过隔离观察
期。工作人员一边贴心地给他们发
放口罩，一边叮嘱他们回家后继续
做好个人防护。

1月30日，从重庆飞抵南通的
航班DZ6294上，发现两名发热乘
客，均有武汉逗留史。2月4日，其
中一人确诊，成为南通第23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南通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决定，对机上73名乘客
及10名机组成员实施集中医学观
察，为此设立了0513酒店和南通市

委党校两处集中医学观察点安置上
述密切接触者。

1月31日深夜，根据江苏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最新文
件精神，南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根据要求对符合条件的32
位乘客解除了医学隔离，其余 52
名人员继续在两处集中医学观察
点留观。

隔离期间，南通市第六人民医
院和南通市肿瘤医院的医护人员
分别入驻两处集中隔离观察点进
行24小时看护，每天为隔离观察
人员测量，同时了解有无发热、咳
嗽等症状。 记者李波

经14天集中医学观察，无一人感染！

重庆飞南通航班隔离人员启程回家

南通援大冶医疗队昨进驻当地医院

启东市一确诊患者昨出院
系启东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之妻

你为我守卡 我给你温暖

暖心小男孩 甜品送民警

关上酒店门 爱心送一线

晚报讯 昨天，通大附院援
黄石医疗队的两名医护人员，于
当天上午8时许进入黄石市中医
医院（市传染病医院），开始了对
当地病患的医疗救治工作。

根据指挥部的统一安排，江
苏支援黄石市区的医护人员分
为5组，进入5家医院的一线工
作。其中，黄石市中医医院安排
26名医生、67名护士入驻，包含

重症、呼吸、重症护理、呼吸护理等
组别；黄石市中心医院安排16名
医生、36 名护士入驻，包含危重
症、ICU、护理等组别，充实该医院
的发热门诊、呼吸、重症护理、呼吸
护理及疑似病例的排查等工作。
通大附院的11位医护人员就被分
配在这两家医院开展工作，其中黄
石市中医医院有3名医生、5名护
士，黄石市中心医院有2名医生、1

名护士。
“当天，我们通大附院感染性疾

病科副主任医师赵华和重症医学科
主管护师张佳佳率先进入了黄石市
中医医院开展工作，此后我们其他
队员将根据前方指挥部制定的排班
表来正常上下班，目前排班表还没
有拿到。”通大附院医疗队队长、呼
吸内科副主任冯健告诉记者。

记者李波

通大附院援黄石医疗队两队员上岗

晚报讯“我们从13日晚上
7点多一直忙到14日凌晨才下
班，现在第一批进入的队员们都
在休息。”昨天下午4时左右，面
对记者的采访，南通市援湖北第
三批医疗队队长、市第二人民医
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倪晓辉如
是说。

“13日下午，我们第一次进
入武汉市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南
通医疗队第一批进入的是7名医

生和13名护士。”倪晓辉告诉记者。
“眼下，病人的情绪都还很稳

定，主要以轻症患者为主，目前先
进行的是口服药物的治疗和心理
疏导。通过安抚可以使他们在后
期更好配合我们进行治疗工作。
在此期间，我们会加强巡回观察，
一旦发现有重症病患就要及时处
理，处理不过来就要及时转诊。”倪
晓辉说。

“穿上隔离衣很闷，身上从上到

下都会湿透。”倪晓辉介绍，通常他
们一穿上隔离衣平均要 8~9个小
时，因此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不能吃
不能喝，也不敢吃不敢喝。由于临
时将体育场馆改建成方舱医院，整
个医院的整体条件相对差一些，脱
掉防护服后由于没有热水洗澡，医
护人员只能先用毛巾擦干身体，然
后穿好自己的衣服，乘坐大巴回到
酒店再洗澡。

记者李波

南通援湖北第三批医疗队连夜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