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记南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巾帼突击队”

2月29日清晨5时，天还未亮，南通机场停
机坪上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的繁忙景象，工作人
员正将由南通及周边企业生产的服饰、滑轨等
56余吨货物配载至机舱内。南通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袁芸芸此刻正在机坪上
忙碌着。“货机出境一刻都不能耽搁，一定要确
保通关零等待。”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女子做起
事来却雷厉风行，同事们都称她为“战地玫瑰”。

自全国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作为省人大
代表的她，第一时间召集队里7名女警组建了

“巾帼突击队”，警花们在她的带领下扛起了口
岸疫情防控的“半边天”，用女警特有的柔情与
细致竖起了一面旗帜，诠释了移民管理警察的

职责担当。
值得一提的是，袁芸芸的爱人是一名医务

工作者，同样身处防疫抗疫第一线，“责任”二
字让夫妻俩总是顾不上家，在一线一干便是十
来天，这一个多月来和女儿都没见过几次面。
不过她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子，用她的话说：
国门也是家，大家平安了，小家才能幸福。

如果说机场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窗口，那么
边检验证台便是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受疫情
影响，南通机场多条国际航线被迫减班、停运，
但边检通关服务力度有增无减。万傲霜是这支
队伍里的业务骨干，疫情发生以来，她特意加强
了人证对照环节的训练，以便在旅客摘下口罩

几秒内能准确无误完成面相比对，从而提升查
验效率，大大缓解过检旅客的焦虑情绪。

万傲霜的父母远在距通千余公里之外的湖
南浏阳，作为南通媳妇，她本打算春节和同为警
察的爱人回乡探亲，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这
对伉俪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通坚守，一个在空
港一线执勤，一个在长江沿线巡逻，电话、微信、
视频成为夫妻俩最主要的沟通方式。

今年是她来南通机场口岸工作的第三个
年头，到今天，五万余名旅客从她手中接取证
件，五万余本证件留下了她的验讫章。

看得见的边检是一张张传递友爱的亲切笑
脸，看不见的边检则是一串串复杂繁多的数据符

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能时常与旅客面对面
接触，但用细心和专注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海
门姑娘毛佳炜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随着海外疫情风险逐渐加大，国家移民
管理局已经把防范海外疫情输入风险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此时，边检后台核查工
作显得至关重要。这位90后警花主动放弃
了假期与父母团聚的美好时光，第一时间向
组织呈递了请战书，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疫
情防控出一份力。她严格按照防控工作要
求，对每个航班、每名旅客信息进行认真、仔
细、反复的核对，一台电脑、一把座椅、一叠报
表便是她的战场。 吴亚京 虞振宇

晚报讯 24日下午，黄石市精
神卫生中心为一名特殊患者向刚刚
达成共建的“友好医院”——南通
市第四人民医院提请会诊。当天，
南通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精神科
主任医师徐健，精神科主任、主任
医师胡亚兰，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葛晓燕组成的多学科专家团队，为
该患者进行了远程会诊。这也是
疫情暴发后，我市首次为黄石当地
精神疾病患者举行的跨省多学科
远程会诊。

据了解，患者张某（化名）是一
位40多岁的女性重症抑郁患者，入
住黄石市精神卫生中心已有两年
多。由于张某一直拒食，药物和心
理治疗均效果不佳。近期，因张某
长时间拒食导致身体状况日益下
降，并出现电解质紊乱，生命体征不
稳，目前，医院已下达病危通知单。

记者了解到，由于黄石市精神卫生
中心属于精神专科医院，没有开设
内科科室，因此在面对躯体疾病诊
治上有一定局限和困难。既往遇到
类似患者，一般会办理转院手续前
往综合性医院进一步治疗。然而，
张某的情况相对特殊，因为家人对
其监护权存在纠纷，目前监护权问
题的归属还在诉讼阶段，因此一直
没有办理转院手续。

张某的病情岌岌可危，容不得
片刻耽搁。南通四院接到会诊请
求后，高度重视，在仔细分析患者
病情后，该院派出三名主任医师组
成多学科专家会诊团队，迅速启动
跨省远程会诊。在半个小时的会
诊过程中，两名精神科专家详细询
问了患者的整个病史以及入院后
精神检查情况，对患者的精神诊断
及治疗提出意见，并给出下一阶段

该患者在精神方面诊治的治疗计
划及安排；一名内科专家则针对该
患者目前的躯体状况，特别是电解
质紊乱方面的治疗进行方案调
整。“我们经过集体会诊后，建议目
前以治疗躯体疾病为主，在患者躯
体症状改善前，为减少抗精神药物
的副反应，可以暂停精神药物的使
用，后期改善后考虑联用无抽搐电
休克等物理治疗手段辅助治疗。”
当天，三位专家精准给出了这样的
会诊结论。

黄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张小
智表示，这次会诊对他们帮助很大，
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也使双方
的友好共建落到了实处，实实在在
帮助了他们解决实际临床难题。双
方还约定一周后对该患者再次进行
会诊，直至该患者病情稳定。

记者冯启榕 通讯员王培涓

晚报讯 “作为精神卫生医疗
机构，我们双方的任务还很重，心理
救援工作比医疗救治工作需要更多
的耐心和时间，‘蛋黄苏’的情谊更
不会因支援队伍将来的撤回而结
束。”24日，在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与黄石市精
神病医院（黄石市精神卫生中心）远
程签约共建友好医院仪式上，南通
四院院长葛建新这样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南
通四院积极响应市卫健委号召，一
个月前委派5名医护人员和全市其

他医院共37名白衣勇士组成江苏
省第二批援助湖北黄石医疗队、南
通市第八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奔赴抗
疫一线，与当地医务人员并肩作
战。目前，该院仍有两名精神科医
生坚守在黄石，为遭受心理重创的
黄石市民提供心理援助和心理支
持，帮助他们度过心理危机。

“战疫期间，我们彼此已经成为
感情深厚的‘战友’。”葛建新表示，
共建友好医院后，双方将在心理救
援方面展开合作，为黄石市民进一
步筑牢心理防线。待到疫情结束

后，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交流，在医院
管理、医疗服务、学术科研、业务交
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合作，进一步拓展发展思路，更好地
满足两地人民高层次的身心健康需
求，让两地深厚的情谊源远流长。

此次跨省共建友好医院的活动
创新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双
方医院通过南通四院在黄石驰援的
医疗队员互赠了院旗和牌匾，南通
四院还向黄石市精神卫生中心赠送
了部分防护和生活物资。
记者冯启榕 通讯员朱小平 钱晨城

晚报讯 24日下午，飞鹤快
客分公司派出第3批车辆及驾驶
员赴昆山防疫一线增援，4名经
验丰富的驾驶员和3辆飞鹤大巴
车，至昆山协助执行入境人员转
运任务。自此，飞鹤快客分公司
共有13辆大巴、18名驾驶员和1
名领队驻守昆山转运基地。

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涉外
防控协调组函告，需继续增派经
验丰富的驾驶员和3辆飞鹤大巴
赴昆山协助执行入境人员转运任
务。接到任务后，飞鹤快客分公
司再次行动，选派3辆车况良好
的大巴车及4名技术精湛的驾驶
员执行该任务。公司从认识任务
的重要性、服从指挥安排到行车
安全、自身防疫安全及做好各项
服务工作等多方面，对执行任务
的驾驶员们提出了严格要求。车
辆出发前，4名驾驶员严格按照
防疫要求，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
查和维护，做好了深度消毒工作。

据统计，截止到本月23日，
飞鹤快客昆山转运基地共执行转
运任务128次，转运入境人员近

千名。每天接触大量入境乘客，具
有较高感染风险，但这些驾驶员们
来不及考虑这些，心里只想着如何
能够及时安全地把乘客转运到目的
地，完成好任务。每执行一次任务，
驾驶员就要穿一套新的防护服，为
减少防疫物资浪费，执行任务的驾
驶员每次喝水都是抿上一小口润一
下嗓子，累了就靠在坐椅上眯一小
会儿。

22日，一趟转运任务结束时发
生了非常暖心的一幕，两个混血小
姑娘主动跑过来，送给驾驶员一颗
自己折的小星星表示感激，随即给
了工作人员一个拥抱。“第一次有人
敢过来抱我们，临走的时候还要跟
我们分享她们的零食！”被拥抱的工
作人员表示。23日晚，一名如皋乘
客行动不便，驾驶员缪六军毫不犹
豫，蹲下身子对这位大姐说：“别怕，
我们背你回家！”说完便一路背着她
坐上了大巴。第一批转运驾驶员谢
仁清告诉记者，高负荷运转下，转运
乘客的每一次谢谢都是他们工作的
动力。

通讯员孙珏 记者严春花

晚报讯 昨天，随着最后3名
返启人员解除医学观察，启东市惠
萍镇集中医学观察点也完成了最后
的使命。工作人员完成最后的消
毒、物资清点等工作后，该医学观察
点也正式宣布关闭。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是抗击疫
情的前线，惠萍镇的观察点是由镇区
一家交通便利、环境整洁、设施完善
的宾馆加以应急改造，并于2月27
日正式启动，至今历时28天，先后
承载39名返启人员进行集中医学
观察。

2月27日，从日本东京回启东
的施某成为第一个入住隔离观察点
的隔离人员，入住的当天，他就在抖
音上发布小视频，点赞观察点工作
组服务到位，饭菜可口、环境干净整

洁。“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和关怀，
让我有信心坚持下来，隔离不隔
爱，温暖一直在，感受到家的温馨”。

3月8日，安徽回启的沈某由于
长期离家，一到家就隔离，心情烦
闷，工作人员及时心理疏导，给她调
换了房间，耐心予以抚慰，让她平息
心情，“平平淡淡才是真”是她领悟
了生活的真谛后修改的微信名。

在隔离点，一人一间，每个房间
都有独立卫生间、24小时热水、电
视、电话、空调、网络，体温计、消毒
液、洗手液、口罩、垃圾袋、洗漱用品
等一应俱全。

“有些隔离人员入住时情绪不
稳定。对防疫工作不理解，我们就
反复安抚，进行心理疏导。后来心
情平复了，临走时都会说声谢谢。”

工作人员陈刚说，“观察点一日三餐
由专人送到每个房间门口。工作人
员会按规范要求进行消毒，垃圾也
会统一按医疗废弃物处理，同时，4
名安保人员负责隔离点警戒，一切
都井然有序，实行24小时值班。”

采集咽拭子标本，是检测和排
查的重要环节。采集过程中，操作
人员感染风险极高。“我们要擦拭患
者的双侧咽扁桃体和咽后壁，不仅
需要跟患者近距离接触，还要直面
患者口腔的飞沫。”惠萍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吴永刚院长说。

据了解，目前除了针对境外回
启人员，保留部分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外，启东近日已对南阳、海复、
王鲍、东海等多家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实行关闭。 记者黄海

晚报讯 昨天15时左右，如
皋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对
外发布一则情况通报，一时引起
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据情况通报显示，陈某，男，
50岁，南通市区某公司销售员，
如皋市白蒲镇人，长期在乌干达
工作。23日从乌干达经埃塞俄
比亚转机广州白云机场入境，并
进行了核酸检测呈阴性。24日
从广州白云机场转机到上海虹桥
机场，15:20从上海虹桥西站乘
坐大巴回如皋。24日 17:50分
左右，如皋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得相关信息后，立即电话联系陈
某核实相关信息，并立即启动应
急机制，交通防控组、涉外防控协
调组及预防控制组当即赶往如皋
长途汽车站现场处置。当日18:
21，大巴到达如皋客运站，陈某
被安排到现场临时隔离点，同车
的26名乘客在车内等候。工作
人员对陈某测量体温，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现场陈某体温正常，无
干咳、腹泻等症状，随即由专车转运
至白蒲镇集中隔离点进行医学观察
14天。同时，对同车乘客逐一登记
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并测量体温，
未发现有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人
员。鉴于当前境外疫情输入风险，
已要求同车人员居家隔离7天。所
有人员交接完毕后，如皋客运站立
即对车辆等进行了消毒。

“现场一系列处置紧张而有序，
但有一些不明情况的市民拍下了视
频，并发布在朋友圈里和微信群
里。”如皋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了及时回应市民关
注，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们对
外发布了这则情况通报。”

“陈某虽然是从国外回来，但并
没有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同时我
们对其采取隔离观察14天，同车乘
客居家隔离7天的处置。”这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

记者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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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黄石重度抑郁症患者

通黄两地举行多学科远程会诊

抗疫情深 友谊长存

通黄两地精神卫生中心跨省共建

启东关闭多家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飞鹤快客派出第三批车辆及
驾驶员赴昆山防疫一线增援

如皋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布一则情况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