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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晚，加长版春节长假的
最后一天，一则题为《你们的硬核村
长来啦，听听南通各地的防疫通知》
的动态视频，在南通人的微信朋友圈
里迅速升温，为正在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市民送上了满
满正能量，熟悉的乡音俚语也给人们
带来了会心一笑。

7种乡音俚语
讲述疫情防控通知

推送这一视频的微信公众号叫
“有猫”，是南通当地一家致力于推广
地方方言的自媒体平台。“硬核村长”
节目，是以南通各个区县的村干部口
吻，用文字动画的形式来讲述疫情防
控通知，让更多市民了解并配合这场
没有硝烟的阻击战。

“南通汇通南北、语言芜杂，我们
这档节目就汇集了 7种南通地方方
言，分三次播完。”南通喜乐天下文化
科技公司及有猫团队负责人周兵告

诉记者，“这个视频节目是对本地‘防
疫硬核广播’作品的整合，灵感来源
于基层社区的生动宣传。推出这个
视频也是对战斗在防疫一线的干部
群众的致敬。”

“有猫”方言视频中，最后一个
“通州金沙话”版本，就是直接采用了
公众号“通州全知道”的作品《火了！
金沙某小区的防疫广播太结棍》。这
则视频的原创者金沙神侯说，公众号
上推出4天阅读量大约30万，在抖音
上也有 6万多播放量。原先以为说
通州金沙话的范围不大，没想到喜欢
的人还不少。

谈到创作方言防疫广播的初衷，
金沙神侯说，这场全民参与的战“疫”
打响后，看到网上有这种题材的传播
方式，结合身边社区干部的“喊话”，
一气呵成创作了这个段子。这是体
现自媒体人责任心的时刻，我们可以
用幽默诙谐的形式切入，作为对官方
正式通知的补充。

硬核广播成网红
引得“学习强国”关注

来自如皋的《一位村长的硬核广
播》更是成为网络爆款，1月 31日刚
刚在个人公众号上推出，当天就有
60万的阅读量，并引起“学习强国”
平台关注，目前已被选为江苏各市方
言版防疫广播的南通代表作。

一手打造这个网红作品的“黑狐”
本名马来全，是一位利用业余时间打
理公众号的上班族。马来全告诉记
者，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看到身边年
轻人较为投入，而一部分老年人则缺
乏防范意识，于是决定做个“硬核广
播”，用最接地气的语言来提醒大家。

话糙理不糙
入耳入脑更入人心

对于这批源自基层一线、通过新
媒体平台热播的视频、声频作品，媒
体人司马牛说，“大喇叭”便于传播、

乐于扩散、利于防控，让我们再次领
略了群众文艺、乡村广播的恒久魅
力。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些原创的充
满泥土芬芳的乡音作品，可听可亲可
爱，入耳入脑入心，为防控疫情作出
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南通市曲艺家协会主席张贺林认
为，这些自发创作的作品有灵气、接地
气，不一定很成熟，但话糙理不糙，称
得上是特殊时期的南通好声音。

南通市朗诵家协会副会长颜梅
告诉记者，她被本地医护人员的“最
美逆行”所感动，立即录制了配乐诗
朗诵《雨夜的约定》发在朋友圈，这样
用真情实感去发声的作品在圈内如
点点星光绽放。

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充
分发挥曲艺文艺轻骑兵的作用，市曲
协已经发出倡议书，引导广大曲艺工
作者、爱好者创作出优秀的曲艺作
品，通过各类新媒体向人民群众进行
深入宣传。 本报记者 宋捷 张坚

针对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世界卫生组织3日在其驻华代
表处官方微信公众号更新了一批
人们关心的问答，例如“无症状患
者是否也可以传播新型冠状病
毒”“清洗鼻腔是否有助预防感
染”等。新华社记者梳理如下：

问：无症状患者是否也可以
传播新型冠状病毒？

答：基于现有数据，新型冠状
病毒主要是由已出现症状的患者
传播。世卫组织已了解到感染者
有在出现症状之前传播新型冠状
病毒的可能性。根据对中东呼吸
综合征（MERS）的观察，其他冠状
病毒通过无症状患者传播的情况
非常罕见。因此，无症状患者可
能不是病毒主要的传播者。

问：收到来自武汉的信件或
包裹安全吗？

答：收到来自武汉包裹的人
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
险。根据先前的分析，冠状病毒

在包裹或信件等物体上不能存
活很久。

问：奥司他韦能治疗新型冠
状病毒吗？

答：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
（抗流感病毒药物）奥司他韦能
够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世
卫组织正在与世界各地的研究
人员和医生紧急合作，研究可能
的病毒感染治疗方法，包括观察
现有的抗病毒药物是否对新型
冠状病毒有效。

问：定期用生理盐水清洗鼻
腔是否有助于预防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

答：没有证据表明，经常用生
理盐水冲洗鼻腔可以防止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有一些有限的证据
表明，经常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
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从伤风感冒
中恢复过来。然而，经常清洗鼻
腔并不能预防呼吸道感染。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昨日，本报刊发《驰援武汉雷神
山医院建设，我市一企业十万火急复
工生产——“再难，也要完成任务”》
的报道，文中讲述南通宣娇百年纺织
品有限公司临危受命，为驰援武汉雷
神山医院建设紧急复工。公司后续
生产情况如何备受大家关注，昨天上
午记者再次赶到该企业一探究竟。

十几位一线生产工人正埋头紧
张整理、缝纫布料，质检人员来回穿
梭。当天上午，当记者来到该公司生
产车间时，现场仍然是紧张的，但是，

这不是此前缺工焦虑的紧张，而是经
批准开工后带着些许欣慰的紧张。

“我是张芝山当地人，做家纺多
年缝纫手艺还算不错。”50多岁的许
大姐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告诉记者，

“听说雷神山医院急需医用纺织品，
而企业受防控疫情影响员工难以到
位，我在家里也急啊！今天一接到车
间负责人打来的复工电话，我一早就
赶过来上班。全国人民都在抗击疫
情，我们能为雷神山医院做一些实
事，你说，多光荣？”

现场，其他正紧张赶制医用纺织品
的工人们也都一脸的自豪。陈师傅说：

“在这个防疫紧要关头，我们能坚守工
作岗位为国家作贡献，一辈子难忘！”

对企业能够迅速复工生产，宣娇
百年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军
倍感欣慰，他再三对南通报业传媒集
团等相关部门在企业面临十万火急
之时提供的帮助致谢。

组织工人火速开工加班加点赶
制医用纺织品的难题解决了，可是，
同样受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的疫情措施影响，陈建军和他的公司
又遇上产品发往武汉雷神山医院的
物流运输难题，其再次向本报求助。
南通报业传媒集团党委随即联系到
包括林森物流在内的南通物流企业
负责人。截至记者发稿时，涉事企业
及物流公司正在与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市交通
运输局、张芝山工业园区等多个部门
进行紧急磋商，将根据国家防控疫情
工作的总要求进行妥善处置。

本报记者 周朝晖

“爱你，爱和我一起共同战斗的
小伙伴，谢谢你们成为了我坚强的后
盾；爱你，我亲爱的居民朋友们，你们
一句善良的‘谢谢’温暖了我们，坚定
了我们爬楼敲门的信心；爱你，一切
在这特殊时期美好的一切……仁人
悦己，和美睦邻！人生中第37个2月
2日的阳历生日，从未重视，今天却
特别有意义！带一份甜，温暖我们战
斗的心！加油武汉！”这是港闸区陈
桥街道仁和社区党总支书记沈钰在
生日当天朋友圈里写下的一段话。2
月 2日，9位社区干部们一起为沈钰
简单庆祝了这个特殊的生日。

整个春节期间，沈钰都带领着 9
位社区干部坚守在防疫一线。仁和
社区共有约3400户居民。疫情防控
期间，为尽快摸清辖区外来人员尤其
是武汉回通人员的信息，从除夕开
始，社区干部们每天起早贪黑走访摸
排、做好记录。手机 24小时保持通

讯畅通，一有情况立马出现在现场；
挨家挨户发放《告社区居民的一封
信》；联合物业公司对社区的电梯、楼
道等人员密集场所清理、消毒；与从湖
北返通人员建立一对一线上联系，利
用微信等通讯工具掌握身体状况、体
温测量……除此之外，沈钰还根据疫
情防控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先后录
播了5个版本的“方言小喇叭”宣传语，
在小区内部道路、沿街商铺巡回“广
播”，力求让防疫宣传全方位、无死角。

疫情无情人有情。有一种温暖，
是居民群众的一句“你们辛苦了”；有
一种理解，是社区干部家属们自愿当
起了志愿者；有一种感动，是党员楼
道长们主动要求加入宣传队伍。来
不及分享完美味的蛋糕，社区干部们
又迅速回到了岗位、投入了疫情防控
战斗中。

本报通讯员 孟烨 冯梦婷
本 报 记 者 任溢斌

本报讯（通讯员范存娟 记
者黄海）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1000
只，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3000只，
吕四中心派出所 500只……2月 1
日下午 6点，吕四港镇政府会议
室，1万只医用口罩被分发至疫情
防控一线人员手中。

这批医用口罩采购自韩国，
漂洋过海运到启东，这其中，凝聚
着南通国安水产有限公司上下的
一片爱心。

前几天，南通国安水产有限公
司党总支书记徐红英在朋友圈看
到各地接收社会捐赠的公告后，发
短信给吕四港镇党委书记王裕兵，
表示想为抗击疫情尽微薄之力。
当听说医用物资紧缺后，徐红英便
四处联系，采购口罩。

“我在淘宝上钱都交了，就是
一直没货。”徐红英说。情急之
下，徐红英想到了国外的客户。

原来，南通国安水产有限公司是
一家农业龙头企业，主营各类水
产，产品出口韩国、日本等地。

1月29日，徐红英与韩国一客
户取得联系。当听说采购口罩是
为防疫之需时，韩国客户二话没
说，连夜联系，先行垫付 1万只价
值15万元的医用口罩。又联系了
大韩航空的物流会长，走紧急快
件第一时间运到了上海。

2月 1日下午，徐红英到浦东
机场保税仓库提取了这批口罩。
虽然捐赠物资是可免税的，但办
理相关手续需要一段时间，为此，
徐红英索性交了关税，确保把这
些口罩第一时间送到防疫一线人
员手中。

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
花伟勋说，医院现在最紧张的就
是口罩等防护用品，国安水产的
这次捐赠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对于疫
情防控期间退休的企业职工来
说，退休手续怎么办？医保怎么从
在职转到退休人员上来？昨天，市
人社局、医保局先后发出通知，明
确相关手续均可在疫情解除后3
个月内办理，不影响待遇享受。

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满 15
年（180个月）以上符合退休条件
的人员，可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
内办理退休审批手续。因疫情延

迟办理退休手续的，不影响退休
待遇享受，从实际到龄的次月起
按规定足额补发养老金。如因特
殊原因需要在疫情期间办理的，
请先电话咨询确认，确需办理的
按预约时间到约定地点办理。

职工医保在职转退休手续，
也可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与
养老保险同步办理。因疫情延
迟办理职工医保在职转退休手
续的，不影响退休职工医保待遇
享受。

本报讯（记者吴霄云 通讯
员王建华）为防止疫情交叉传
染，通州湾示范区多措并举，重
拳打击聚众打牌赌博行为，进
一步夯实疫情防控工作。截
至昨日，通州湾公安共接报 31
起涉赌类警情、关闭 27家棋牌
室、主动发现并劝散聚众打牌
77场次。

连日来，为最大限度挤压赌
博违法犯罪和疫情传播空间，严
控疫情扩散传播，通州湾公安制
定落实了涉赌警情处置工作机

制，要求各所接报涉赌警情第一
时间出警、组织警力深入村（居）
开展常态化检查、说服群众自觉
远离各种赌博违法犯罪，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同时，通州湾公安
紧密结合防疫防控工作，将宣传
活动视角、触角延伸至农村，将
疫情现状、防范措施和法律条文
与禁赌法律法规宣传相结合，通
过“小喇叭流动车”、张贴通告、
发放提示单等方式，加大专项频
率密度，形成全民禁赌拒赌、共
防疫情的良好社会氛围。

今年春节假期较往年延长了些
日子，“见屏如面”成为很多市民的新
选择。连日来，记者在通城街头走访
看到，以往热闹的商业街区显得比较
安静，QQ、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软件
上的“朋友圈”比商圈更热闹；城区主
要公共交通运行平稳，但车上乘客比
以往有所减少，多数暂时不需要上班
的市民都“宅”在家里。

“我们这总体也还好，邻里照面
一样打招呼，只是大伙儿比较注重防
护，都戴了口罩，没有出现什么恐
慌。”一位在紫东花苑值班的保安表

示，刚开始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时候，大家还是有些紧张的，但
后来媒体、社区和物业都一直在宣
传，大家了解情况后，现在整体都冷
静下来了，小区住户也没有恐慌的
情绪。

记者在市区南大街发现，以往热
闹的商圈少了些热闹，几个大型商场
在进出口都有工作人员测量体温，要
求顾客佩戴口罩方可进入。

刚从一家大型超市采购商品回
家的市民梁德智说，春节家里的菜基
本吃了差不多了，没办法要出来买点

东西，今天坐公交车的人好少，他坐
了五站，车上总共就5个人，以往这个
时间肯定连位置都没有了。现在超
市蔬菜和水果还都是比较齐全的，只
有少数几个菜品的价格比前段时间
略有上涨，但也是保持在合理区间
里。梁德智告诉记者，出门的时候女
儿让其结账选择自助刷脸付款，这样
既能尽量减少接触，也蛮方便。

本报记者 徐培钦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因疫
情防控需要，本该在春节期间熙
来攘往的餐饮店，眼下门可罗
雀。记者了解到，为应对疫情，
我市餐饮服务业通过提供送餐
服务、降价出售春节备货等手
段，想方设法减少损失。

“食材新鲜、星级烹饪、严格
检疫、安全放心……南通金石国
际大酒店在严控严防条件下，为
市民提供送餐服务。”海报上的
大字十分醒目，南通金石国际大
酒店开启了“外卖模式”。除金
石外，南通滨江洲际酒店、南通
文峰饭店、南通大饭店也相继推
出了外卖订餐服务。

众所周知，餐厅在准备年夜
饭时会根据预定人数来做出食
材储备以及人力储备。而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这些损失只能

自己承担。记者从南通市饭店
与餐饮业商会处获悉了我市部
分餐饮店春节（黄金周）期间取
消桌数数据，邵东餐饮（11家门
店）为9600桌，品尚豆捞为3960
桌……“受疫情影响，不少餐饮
店都积压了许多菜，为处理大量
囤货，他们开始降价出售库
存。”南通市饭店与餐饮业商会
秘书长顾建华告诉记者，各家
饭店第一时间响应国家号召关
门歇业，体现了餐饮人的社会
担当，同时用智慧开展“自救”。

业内人士认为，为了满足特
殊时期市民的用餐需求，继续坚
守也是一种选择，关闭堂食保留
外卖不失为一条可选之路。但
是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保证
食品来源的可追溯性，推广无接
触配送。

汇集各种乡音俚语，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将疫情防控常识讲给乡亲们听——

“防疫硬核广播”演绎南通好声音

“宣娇百年”紧锣密鼓赶制抗疫物资
针对后期如何运送至武汉雷神山医院物流难题，本报及相关部门正着手解决

社区干部的特殊生日 万只口罩送达防控前线

记者走访通城街头巷尾——

商业街区不再“热闹”市民出行全副武装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世卫组织发布新一批“问与答”

后续报道

截至昨日，通州湾公安部门关闭棋牌室27家、
劝散打牌77场次——

严打聚众赌博 守护群众健康

提供送餐服务 降价出售备货

我市餐饮业积极“自救”减损失

职工退休手续
可在疫情解除后3个月内办理

不影响待遇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