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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童华岗 吴燕 周晓玲 王
淑君）疫情期间，丹阳市皇塘镇59岁
的何先生突发疾病陷入昏迷，危急时
刻，家人来到离家不远的钟楼区邹区镇
殷村卡口求助。卡口防疫工作人员了
解情况后迅速上报，在10分钟内开辟
出全程闭环绿色通道，由执法车引导他
们到指定医院救治。昨天上午，记者联
系上何先生的儿子小何，得知其父因抢
救及时已暂时脱离生命危险。小何激
动地说：“感谢殷村防疫卡口的城管队
员，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为我父亲争取
到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今年1月，何先生因意外受伤致颅
内出血，在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开颅
手术，4月10日符合出院指征后出院。
4月20日下午，家人发现坐在轮椅上的
何先生睡得很沉，到晚饭时还叫不醒。
当晚7点20分不到，小何和妻子、母亲
急急忙忙将何先生抬上车，想连夜送往
市一院救治。路上，小何联系120得知，
救护车到殷村可能要一段时间，心急如
焚的他立即向殷村防疫卡口求助。

“当时，其儿子很紧张，不断对我们

说他父亲昏迷，急需就医。”值班长沈培
青告诉记者，疫情期间不建议跨市就
医，但他看到后座男子确实陷入了昏迷
状态，又听说病人今年在常州医院动过
开颅术，乡镇卫生院无法收治，必须到

常州就医。他立即按照防疫要求对车
上人员进行快速检查，却发现小何的核
酸检测报告过期且有苏州行程，按要求
应该劝返。考虑到情况紧急，为了不耽
误病人的抢救时间，沈培青立即上报卡

口负责人陈纲及镇疫情防控指挥部。3
分钟后，他就接到严格做好防疫闭环的
放行通知。

时间就是生命，一秒也不能耽误，但
也不能放松了防疫要求。

陈纲、沈培青立即和工作人员一起
对这辆私家车贴好封条，并派出两名队
员开执法车辆全程引导，保证做好闭环
的同时为其保驾护航。一小时后，何先
生被顺利送到指定医院——常州市第七
人民医院，队员配合医护人员将患者送
进急诊室闭环收治。小何夫妇按要求跟
随执法队员返回殷村卡口，交由皇塘镇
卡口工作人员带回隔离闭环。

“我们家离殷村卡口就几分钟车程，
在卡口也就请示了不到10分钟，没有他
们为我父亲护航，真不知道会怎样，我们
全家都很感谢！”小何在电话中说，感谢
卡口一晚上的忙碌，为他父亲争取来宝
贵的抢救时间。

卡口不卡爱，殷村防疫卡口的全体人
员已连续在岗37天，他们始终秉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准则，严格落实卡口防
疫措施，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安全。

跨市抢救：10分钟内开辟闭环通道 □胡艳

“请大家戴好口罩、测量体温、
主动扫码。”最近，市民进入各类公
共场所时，总能听到这样的语音提
示。记者连日来探访我市多个公共
场所发现，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下，
绝大多数市民已养成出门戴口罩、
扫“场所码”的习惯。但公共场所
里，有人管与无人管大不相同。

大超市、综合体、银行
等场所执行较好

大超市、综合体是客流量较大
的地方，记者在大润发超市兰陵
店、润辉精品超市、大润发超市怀
德店、永辉超市武进万达店、九洲
新世界等地发现，这些商家都在入
口处的显眼位置张贴了“场所码”
并指派工作人员值守，提醒进入商
超的顾客主动扫码。顾客都能配
合扫码后进入。

在一些银行，记者注意到，每家
营业厅都有保安或大堂工作人员在
门口值守，查看客户扫码情况，秩序
井然。但在银行的24小时自助服
务区域，扫码情况就不一样了：有家
银行的自助区和营业大厅是各自独
立的，自助区入口处没有“场所码”，
记者前往时正好看到两名顾客从里
面出来，其中一个没戴口罩，手上还
夹了一支烟。另一家银行的24小
时自助服务区门上贴了“场所码”，
无人值守，扫码全凭自觉。

市民戴口罩、主动扫
码的意识明显增强

在近一周里，记者探访发现，市
民戴口罩、主动扫码的意识明显增
强了。

人来人往的菜市场是疫情防控
的重点场所。记者走访中发现，花
园菜市场、清潭菜市场、兰陵菜市场
等地，都有保安在门口值守，花园菜
市场、清潭菜市场在入口处还安装
了红外测温仪。在兰陵菜市场北门
入口处，早高峰来买菜的人，都能主
动停下来扫码，一些白发老人扫起
码来也很熟练。

根据我市相关规定，搭乘地铁、
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等各类公共交
通工具，也需要扫“场所码”，乘客们
对这些规定比较了解，都能配合。

一部分网约车在车内一些位置
张贴了“场所码”，乘客上车后，司机
会要求其扫码并出示，乘客也都能
配合。但也有一些网约车还未设置

“场所码”，司机会要求乘客出示一
下健康码或行程卡。

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部分公共
场所和市民在落实防疫措施中，存
在一些共性问题。

首先，公共场所门口有人值守
或提醒时，市民能扫码，一旦工作人
员暂时离开，部分市民就不会主动
扫码了。这种情况，记者在星湖路
某餐饮店、工人新村某超市都有看
到。

其次，大型商超、综合体普遍执
行得更到位，一些小超市、小店因人
手不足或其他原因，扫码更多程度
上依赖市民的主动自觉。

再次，很多市民在进入商超时
能戴好口罩、扫码，但逛着逛着就拉
下了口罩甚至边逛边吃东西，有的
超市工作人员也时不时把口罩拉下
来。菜市场里，部分顾客和经营户
不能做到规范佩戴口罩。

扫“场所码”，管与不管大不同

本报讯（汪磊 胡艳 徐建坤）
4月18日至今，钟楼区西林街道邹傅
村的疫情防控志愿者，陆续拿到了村
委和爱心商户赠送的“爱心大礼包”，
里面有10种家用洗涤用品。

“这些大礼包，是我们村辖区的商
户们一起‘团购’的，为了感谢依然奋战
在防疫一线的志愿者们。现在，‘外防
输入’的压力很大，志愿者们都特别辛
苦。”邹傅村党总支书记薛明说。

中天凤凰大卖场商户倪丽华
说，她每天进出大卖场和小区，都会
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尽管叫不出
他们的名字，但知道他们从3月中
旬起就坚守在各个卡点了，“虽然最
近工作压力、强度没有前面大了，但
天气炎热，几名老同志还是认认真
真地查验进出小区人员的行程卡，
耐心地让他们扫描‘场所码’，真心
不容易。”

和倪丽华一样，其他商户对志

愿者们的工作也十分感激，在商户
群里议论并商量，觉得要向志愿者
们表表各自的心意。“我们打算送
一些小礼品，虽然不是很贵重，但
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付出我们商
户都看在眼里。”中天凤凰商户张晓
东说。

商户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邹
傅村委，在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捐款
仪式后，让村委用捐款去团购爱心
大礼包。“商户们的爱心，村里必须
要传递到。我们问了很多志愿者，
家里缺什么，最需要啥。然后统一
采购，统一向商户们报账，做到明明
白白。”薛明说。

中天凤凰汽配城一期、二期及
大卖场共51名商户，团购的50份
爱心大礼包，近日全部送到疫情防
控志愿者手中。“谢谢大家的心意，
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志
愿者丁海虎说。

51商户团购“大礼包”赠送志愿者

本报讯（郏燕波 贡雨家）疫情期
间，在溧阳市南渡镇中心卫生院精神
科病房楼下，经常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与住在病房里的同学隔空对话。她就
是10余年用亲人般的温暖呵护患病
同学的溧阳永平小学教师张燕。

2010年初，张燕偶然得知，读师
范时的同班同学小邱因家庭突遭变故
而患上精神疾病，父母双亡无人照顾，
被收治于敬老院生活。了解情况后，
张燕心里很不是滋味，心疼之余，很想
为同学做点什么。多方打听后，张燕
找到了小邱所在的敬老院。

见面后，张燕发现，小邱的精神状
态很不好，30岁的她佝偻着身子，神
情呆滞，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仿佛是个
七八十岁的老人，只有在药物的帮助
下才能维持正常思维，否则连生活都
不能自理。“如果不是突遭变故，她也

应该是一名人民教师，结婚生子，过着
美好的生活。”在这样的想法下，张燕
把小邱当成了自家人，一照顾就是10
余年。

就算工作再忙，张燕每个月都
会抽出几天时间到敬老院陪伴小
邱。“我要让她感到这个世界上有人
爱着她。小邱爱吃零食、喜欢出门
散心，我就给她买些好吃的和新衣
服，经常带她出门晒太阳。”为了给
小邱更多温暖，每次去看望小邱，张
燕都要准备她喜欢吃的薯片、糖果、
水果等；换季时，从袜子、鞋子到内
衣、睡衣、外套等，都会给她买新的
送去；小邱恐惧吃药，张燕就会以姐
姐的身份耐心引导她按时服药……
慢慢地，小邱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气色也越来越好。

2020年起，因为疫情防控，敬老

院实行封闭管理，张燕就定期把吃的
用的送到门卫，隔着大门远远地和小
邱打招呼，并拜托工作人员一定要照
顾好她。2020年7月，敬老院搬迁，
小邱转到了南渡镇中心卫生院接受治
疗。担心小邱不适应新环境，张燕多
次来到卫生院，把小邱的喜好和生活
习惯一一告诉医生，帮助小邱尽快适
应新环境。

十余年相伴，张燕的家人也成了
小邱的家人。“去看看小邱吧，看看她
还缺什么，一个人会不会孤独。”张燕
告诉记者，对于探望小邱的日子，丈夫
和孩子记得比她还清楚，有时候忙起
来，还需要他们提醒自己，“非常感谢
家人愿意接纳小邱，并且支持我的做
法。希望我们的关心，能让小邱的病
情有所改善，让她未来的生活过得好
一点。”

溧阳永平小学教师张燕

照顾患病同窗 十余年不离不弃

4月21日，在位于常州综合保税区的沁瑞国际跨境电商常州仓，工作人员正在有序进行产品分装。该跨境电商仓库占
地约1500平方米，主营宠物粮、保健品、化妆品等产品，目前在库商品数十万件。负责人俞疆介绍，疫情之下，虽然订单量
有所影响，但他们全力保障订单，疏通物流，确保产品能第一时间到达客户手中。

吴燕翎 徐蕾 朱臻图文报道

本报讯（李文霞 汪磊）道路防护栏
是保障车辆和行人安全的重要交通设
施。一伙不法分子为了一己私利盗窃道
路防护栏，给公共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魏村派出所经细致侦查，最终将9人盗
窃团伙全部抓获。

4月16日上午，魏村派出所接到陈
先生报警，称位于德胜河枢纽附近的多
块防护栏被盗，共计损失数万元。接警
后，民警立即前往现场开展调查。经了
解，事发地系一处水利工程工地，被盗的
防护栏是因施工变道而设置的，系镀锌
的铁制品。被盗的铁护栏共有90多块，
重约6吨左右。民警据此初步判断是团
伙作案。

民警立即仔细查看案发地及周边的
视频录像，经过5个多小时追踪，成功锁
定了9名嫌疑人，并迅速出动警力将9
人全部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杨某交代，他是某
工地工头，听闻事发工地近期暂停施
工，就动了把防护栏偷走当废铁变卖
的歪心思。当天，杨某和手下的 8名
工人驾驶一辆货车至案发地，趁夜盗
走了防护栏。

目前，9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
法取保候审。

9 人盗窃铁护栏
悉数进了“铁围栏”

本报讯（李文霞 汪磊）“我们
走了两站路才找到这里，就是特地
来感谢罗溪派出所警官帮我找到老
伴的。”4月20日上午，年近八旬的
袁老太拿着一面锦旗来到新北区罗
溪派出所，感谢民警帮忙找到走失
的老伴。

袁老太住在奔牛镇，老伴王先
生今年80岁了，患有轻度老年痴
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19日一
早，袁老太发现老伴不在家，以为他
出门散步了，哪知等到中午11点，
也不见老伴回家，遂急忙出门寻
找。期间，有个店主称看到王老先
生沿着省道往罗溪方向走了。当晚
9点，得到线索的袁老太急忙来到
罗溪派出所报警求助，希望民警帮
忙寻找老伴。

值班民警一边安慰袁老太不要
着急，一边迅速安排警力细看罗溪
至奔牛的沿途视频，同时，安排民警
带着袁老太开车沿路寻找。功夫不
负有心人，查看视频4小时后，民警
终于在一断桥附近发现一体貌特征
跟王老先生极为相似的老人。视频
中的老人看上去状态不佳，走路都
已颤颤巍巍。民警第一时间通知驾
车同事到现场寻找，自己带着袁老
太立刻前往，找到了正在风中瑟瑟
发抖的王老先生。最后，两位老人
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到家。

临走时，民警再三叮嘱两位老
人，外出尽量结伴而行，要携带好通
讯工具，方便家属及时联系。老先
生可佩戴信息牌，方便好心人及时
联系家属。

细看4小时视频
找到走失八旬老人

本报讯（周祥 邵文晔 何嫄）
4月19日，有市民为了采摘新鲜粽
叶而被困在芦苇丛中，求助消防队
员后，才脱离险境。

当天，武进区礼嘉镇路边，一中
年女子在摘粽叶时不慎陷入淤泥，
无法脱身。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
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看到，女子腰部
以下完全陷在淤泥中，其被困位置
离路边约20米，身边的芦苇丛已有
一人多高。因长时间被困，女子已
筋疲力尽。

救援人员将木质拉梯平铺在淤
泥上，顺利到达女子身边，将安全绳
绑在其腰上后，几次尝试，终于将女
子从淤泥中拉了出来。脱困后，女

子双腿发软呈虚脱状态，在救援人
员搀扶下才艰难地走出淤泥。

女子称，她和朋友在附近游玩，
看到路边芦苇就想摘点叶子回去包
粽子。她以为地是干的，便直接走
了进去，没想到突然陷进淤泥里。

消防队员提醒，在野外的沼泽
或潮湿松软泥泞的荒野地带，可能
存在泥潭。春天，野菜、芦苇都在生
长，请市民不要独自一人到野外河
边、泥潭、湿地、沼泽等危险地块采
摘，以免陷入泥潭被困。若发生意
外，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千万不要
自行救援，谨防意外发生。同时，市
民最好学会识别沼泽泥潭，掌握自
救方式。

为采新粽叶 被困芦苇丛

本报讯（天宁市监 董心悦）商家非
法拼装、改装电动自行车等违法行为，给
消费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隐
患。记者23日获悉，天宁区一商家因改
装电动车，被严厉查处。

日前，天宁区市场监管局兰陵分局
接到消费者庄先生的信访件，反映辖区
内某电动车销售商家有改装电动车的行
为，涉嫌违法，请求查处。天宁区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立即根据线索，依法对当
事人经营场所及投诉人提供的电动自行
车进行检查取证。

经查，消费者庄先生购买的电动自
行车出厂信息写有产品类型、电动机型
号等，而商家工作人员为庄先生的电动
车更换了C80（型号：TDT003Z）电动自
行车电机和电控，改装后的电动自行车
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出现了电控线烧坏
故障。

商家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电机和电
控的行为，违反了《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
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天宁
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并
处罚款20000元。

天宁区市场监管局提醒，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或改
装电动车的电动机和蓄电池等动力装
置。正规电动自行车出厂时已经过车
辆一致性认证，消费者为了自身生命
财产安全，切勿为了追求时速等擅自
改装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现违法改装
的情况，可拨打 12345 热线向市场监
管部门反映。

商家改装电动车
被罚 20000 元

本报讯（程思 汪磊） 4月12日，
魏村派出所接外地公安协查请求：辖
区居民熊某疑似有网络购买画眉鸟的
情形，需要核实情况。民警随即依法
传唤熊某至派出所审查，发现熊某所
养3只画眉都是在老家山林所掏。4
月22日，小鸟被送到淹城野生动物世
界喂养。

画眉鸟，眼圈上缘白色状如眉
纹，故得此名。因鸣叫声悦耳动听，
成为众多爱鸟人的“心头好”。目前，
画眉鸟已被列入新版《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野生物种。
经了解，熊某是爱鸟人士，一共养

了两雄一雌3只画眉鸟，是其分别于
2020年5月、2021年6月两次在云南
老家的山林里通过“掏鸟窝”捉到的画
眉幼鸟。熊某非常爱鸟，到常州工作
时便也将画眉鸟带来喂养。经核查，
熊某在网上买过鸟笼及鸟食。

经民警教育，熊某才得知，画眉鸟
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未经许可不得
饲养。

熊某表示，愿意将自己的3只画
眉鸟放生，但因鸟太小，没有野外生存

能力，担心放生后会遭不测。为了让
画眉鸟得到妥善照顾，民警与淹城野
生动物世界工作人员联系后，将3只
画眉鸟送去寄养。

警方提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
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男子被警方查处

在老家山林掏了3只画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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