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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雨 通讯员 林苒

“新冠肺炎不可怕，就怕大家不听
话……开窗通风勤洗手，防范意识必
须有。亲朋好友暂不走，病毒就会
gogogo！”这段顺口溜最近天天在荣
昌区龙集镇各村口大喇叭里播放，清
脆俏皮的声音，生动熟悉的方言，这段
节奏十足的快板，赢得了许多村民好
评。

在宣传上做细

如何广泛细致地向农村地区宣传
防控知识？发宣传册，一些留守老人
不识字；播放广播，部分老年人也听不
懂普通话。当了解这一情况后，龙集
镇老店子社区的一名无职党员雷芳主
动站出来，创作方言快板。很快，“出
门戴口罩，不去凑热闹”就成为了老店
子社区村民的共识。

方言快板广播解决了村民听的障
碍，如何解决看的问题，雷芳和她的姐
妹们又有了新的想法。在她的带领
下，她们开始用笔绘写一些方言宣传

标语和宣传画：“配合政府抗瘟神，大
家最好不出门”“多消毒，勤洗手，不要
走亲和访友”……一张张鲜活且带浓
浓方言的宣传标语及海报，张贴在龙
集镇的主要路口、市场、商店等村民相
对集中的地方，大大提高了大家的防
护意识。

在措施上做实

管用的措施必须落细落实。近
期，荣昌区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居家
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流程的通知》，要
求由各镇（街道）组织辖区民警、村社
干部、镇（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务人员、乡村医生等组成工作
组，为每名隔离观察对象明确1名观
察责任人，实现“一对一”观察。具体
执行过程，怎么才能落细落实呢？

吴家镇工作人员杨蕊琪告诉记
者，她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一对一”观

察制度在农村地区执行过程中部分人
不理解，少数居家隔离的村民甚至认
为这是对他们生活的打搅，对观察人
员态度不好。

“尽量少打扰。我与观察对象一
般通过微信沟通，微信定位、微信视频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走动。”杨蕊琪说，

“进行必要的走访，我一般会扩大范
围，不止针对观察对象一家，还会把同
一院子的其他人家也纳入，这样就可
避免观察对象的心理不适感。”

在杨蕊琪的工作下，观察对象刘
先生主动把汽车拦在通往自家院落的
小路上，以此告诉邻居不接受走亲访
友，表示对政策的支持。

在防控上守严

据了解，在确诊病例中，有3例为
同一家庭成员，其中两人为武汉返荣
人员。令人欣慰的是，由于社区严格

管控，该家庭成员积极配合，经排查，
目前未发现与该家庭成员密切接触
者。

“发现他们到辖区后，我们第一时
间要求他们立即居家隔离，不能接触
村民。”清升镇古佛山社区党支部书记
刘恁伦说，监督贺某一家到家后，社区
立即安排专人对其家周围进行管控，
防止其接触其他村民，镇里卫生院的
医护人员也立即上门为贺某全家人测
量体温。

“贺某向我作出承诺，第一是不走
家串户，接触村民，第二是立即打电话
通知亲戚朋友不去他那。”刘恁伦介
绍，他也代表社区，向贺某承诺：需要
的米、油、肉等生活必需品，由社区帮
忙购买，并送到贺某家附近。

经过严格管控和反复排查，确认
贺某一家回家后，严格履行承诺，没有
跟当地居民接触。

编快板贴海报 荣昌农村疫情防控接地气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1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加强农村疫情防控有关情况。我
国农村地区地域广、基础弱，国家卫健
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表示，
农村现在防控的重点是“防”。

“对农村来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薄弱，所以防是重
中之重，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聂
春雷说，要做好“防”的工作，关键还是
要做到“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

聂春雷表示，这要充分发挥农村
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两委、乡村医疗
卫生机构的作用。要相互配合做好发
热人员、外来人员的排查，发现发热
的、疑似的要尽快转诊至上级医院发
热门诊，对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
要做好居家隔离，并采用相关医学观
察措施，提供好相关健康服务。

会上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
导司副司长毛德智也表示，已专门下
发了通知，要求基层党组织等发挥好
作用，把防控责任压实，特别是村两委

的责任要做好，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
农民积极参与到防控工作中来，形成
联防联控的机制。

聂春雷表示，农村医疗卫生机构
主要职责是发现病人，发现发热的、疑
似的要及时转诊。“农村机构治疗不了
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必须转到上级的
定点医疗机构去采取相应的救治措
施。”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乡村医生是
农村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但有多地
乡村医生数量不足，能力亟待提升，该

怎么办？聂春雷表示，针对目前全国
144万在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国家通
过中国继续医学教育网络平台，专门
开辟了两个专栏：村医专栏和基层防
控专栏。截至2月10日，有56万乡村
医生和基层人员在这个平台进行了学
习。

“通过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不断加
深，防控知识同时不断更新，我们会及
时更新网络平台课件，持续加强对乡
村医生的网上培训。”聂春雷说。

（记者王秉阳、白阳、刘开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农村地区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赵宇飞

这几天，记者一直在毗邻湖北的
重庆市云阳县乡镇采访。8日下午，
记者在云阳县盘龙街道的集镇上，“偶
遇”远处驶来的一辆小汽车，车窗内伸
出一只大喇叭，“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不串门、不聚会……”

定睛一看，拿着大喇叭的播音员
竟是街道党工委书记周道吉。

采访中了解到，像周道吉一样，云
阳县的乡镇党委书记、街道党工委书
记都当上了“播音员”，尤其在防控疫
情形势严峻的关键时期，他们自己写
群众容易接受的播音稿、操着方言，宣
讲疫情信息、防疫知识和政策要求等。

人和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显文为了
让群众听得明白，播音稿都是自己写，
录音后在各村社的大喇叭中播放。1
月23日至今，吴显文已针对疫情防控
话题进行了五期播音。

在第一期播音中，吴显文就“喊”
出了“请外地返乡的居民自觉隔离15
天，其他居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

针对部分群众不听劝阻外出扎堆
闲逛，吴显文在1月30日专门“制作”
了一期以“回家、回家、回家！”为主题
的播音，一位群众对记者说“书记的语
气很严肃”。但是，仍有群众不理解，

“为什么要待在家里”。2月3日，吴显
文又进行了一期关于新冠肺炎知识的

播音，如病毒的传播方式、阻断病毒传
播的有效方法等。

“播音的内容和频次，主要是根据
即将开展的工作，还有新信息新动向、
回答群众的问题等需要。”吴显文说。

37岁的巴阳镇党委书记王熳走
的是“文艺路线”。她找来段子手，将
上级的各种精神、通报消化吸收，编成
接地气的段子，再录音播放。

王熳的播音稿朗朗上口，“外出返
乡不隐瞒，居家观察14天……发热咳
嗽别乱窜，及时报告去医院；各类信息

满天飞，不信谣来不传言……待到春
暖花开时，还我们喜上眉梢，人人笑开
颜……”

“大喇叭广播具有广泛性，覆盖面
大。上门宣传只能一对一，而一只喇
叭可以对着100人、1000人，农村老
百姓就喜欢听这个。”吴显文说，“目前
的工作重点是做好群众工作，工作怎
么抓，我心里有数，想好了我就写出
来、录下来、播出去，这样效率高、效果
好。”

“我的声音大家都熟悉，他们一听

书记播音，就觉得事情重要。”王熳说，
农村老百姓平时不说普通话，她用家
乡话播音，更接地气，容易被老百姓接
受。

盘龙街道长安社区居民陈帮兴
说，这些天听书记广播成了习惯，“我
从广播中学到不少防疫知识，比如‘不
串门、不聚会、不到人多的地方
去’”……

记者结束采访时，大喇叭又响了，
书记又开始“播音”了！

（新华社重庆2月11日电）

“这些天听书记广播成了习惯”
——重庆云阳县基层“书记们”的防疫招数

□本报记者 吴刚

1月31日凌晨5点50分，从老挝
琅勃拉邦起飞的华夏航空G54856次
航班，抵达重庆江北机场。入关，检
疫，转运，全程快马加鞭，3个小时内，
随机送来的22万只口罩，分别被送至
潼南、沙坪坝两个区县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以及重医附属金
山医院。

很少有人知道，这批海外华侨捐赠
口罩中的大部分，并非产自琅勃拉邦或
者老挝其他省市，而是泰国。从泰国进
入老挝，在老挝辗转两个城市，期间堪
称一部“历险记”。

事情要从一个求援电话说起。
1月27日上午10点钟，老挝拉坤

砂集团公司董事长谢宇接到重庆潼南
老家大哥的电话，希望他用最短的时间
从海外采购一批口罩运回，急需22万
只。

当时，疫情影响已波及到东南亚，
老挝市面上已出现口罩紧缺。需要这
么多，哪儿去买？

谢宇马上召集两名副总，一起扎进
办公室，把十多年来积累的客户电话，
一个一个打。4个小时过去，他们终于
从泰国一家医疗用品销售公司预订到
了10万只口罩，对方将在当天下午从
泰国运到拉坤砂集团公司所在的老挝
万象市。

还差12万只。继续寻找货源，但
几个小时过去，一无所获。原来，由于
不少华侨都在泰国抢购口罩，当地已经

“一罩难求”。更糟糕的是，此前采购的
10万只，在27日下午从老挝沙湾纳吉
口岸入境时，被当地政府截留，以应对
可能暴发的疫情。

得知这样一个沮丧的消息后，谢宇
马上叫上司机，火速奔赴沙湾纳吉省政
府交涉。对方毫不松口。谢宇翻出手

机上的通讯录，开始拨打，“几乎把这么
多年的人脉资源都用尽了，才找到一位
能帮忙的朋友”。1月28日下午，沙湾
纳吉省政府答应放行。次日凌晨3点，
10万只口罩终于抵达万象。

还差12万只，怎么办？
倾尽全力，能凑多少是多少。谢宇

让办公室主任召集老挝籍员工，在万象
街头“扫货”。由于他们出的价格是平
日价格的几倍，一些药店囤积的口罩，
被“挤”了出来。

幸运的是，1月29日，老挝波里坎
塞省越南口岸一个朋友打来电话，称可
以“救急”。千恩万谢，谢宇派人紧急前
往。这批口罩，加上万象街头“扫货”，
1月30日上午，谢宇他们终于凑足了
剩下的12万只。但送货去机场的路

上，谢宇得知，受疫情影响，万象至重庆
的航班将从1月31日起停运，1月30
日是最后一趟，而这最后一趟航班，也
已经刚刚起飞。

国内的需要等不起，口罩必须马上
送回。再次查看航班信息后，谢宇当即
决定，这批口罩先从万象飞琅勃拉邦，
再回国。但万象至琅勃拉邦都是小飞
机，货运搭载能力不够。经反复协调，
机场方面最终同意让这22万只口罩搭
乘4个航班分四个批次陆续从万象运
达琅勃拉邦。

在琅勃拉邦机场的库房守了一
夜，1月 31日凌晨，飞往重庆的航班
终于起飞。望着在夜空中闪烁的飞
机航行灯，谢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
落地。

从泰国进入老挝，又在老挝辗转两个城市，还差点被截留——

22万只口罩“历险记”

2月4日，重庆市云阳县人和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显文录制用于广播宣传的
疫情防控知识。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云阳县巴阳镇拍摄的正在进行疫
情防控宣传的广播喇叭。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11 日
晚，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表示：有关我
们团队关于1099例新冠肺炎患者临床
特征的文章，这个研究是全国30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共计552家医院提供
临床的数据，研究团队对患者临床特征
进行综合分析的。

这篇文章是一个预印版（pre-
print server），预印版本身就需要征
求更多的同行意见，按照预印版的官方
要求，其信息并不能给媒体引用，也不
能指导临床，必须要经过同行评议。在
预印版里面的潜伏期，我们有一种统计
的方法是根据患者的口述来记录下来

的，我们根据患者讲述过接触传染源时
间以及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进行计算，
最长的是24天。但实际上真正叙述有
24天的病人只有1例，也就是说1099
例中只有1例。以这仅有的1例患者
报道的时间作为疾病的最长潜伏期是
不够科学，既往其它疾病也有先例，如
狂犬病。我们的研究显示所有患者潜
伏期的中位数是4天，此外，我们在这
篇文章即将报道四分位间距，分别是2
天与7天（即差距为5天），其更加科学
地反映人群的总体情况。

因此关于未发表的文章部分信息
不应该被过度解读。

钟南山解读“潜伏期24天”
1099例中只有1例

新华社武汉 2 月 11 日电 （记者
李伟）11日下午，广东医疗队武汉前方
ICU团队与后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举行远程视频病例讨论会议。
钟南山院士通过视频连线说，从目前来
看，疫情拐点还无法预测，但峰值应该
在2月中下旬出现。疫情拐点由返程
高峰的防控情况决定。

钟南山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出一
个严格的拐点预测，但通过一些数学模
型分析，也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现在全
国新增病例的速度比原来慢慢有所减
缓，南方地区应该2月中旬达到发病最
高峰。

全国返程是否会导致进一步的发
病高峰？钟南山认为，不太会有新的更
高的高峰，因为延长假期已把潜伏期度
过，加上各个城市严格的哨点进行健康
监测，如发现有问题，肯定会被隔离。

钟南山认为，至于武汉的情况，还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努力，因为武汉现在
每天新增的病例并没有明显减少。武
汉首先要做到的是把有病的跟没病的
分开。

“人传人的问题，在武汉仍然没能
解决。”他说。

钟南山认为，危重症病人看起来治
疗仍有一定难度，新冠肺炎跟SARS不
太一样，治疗还需更多探索。现在的治
疗实际上是超越常规的治疗，新冠肺炎
有独特的病理特征，抗病毒和抗炎（抗
病毒引起的炎症风暴）是两个主要问
题。

“相信有足够的场所，有充足的医
生，有较好的防护工具，以及有我们多
方面的支撑团队，武汉的情况应该会比
较快地改观，但是现在还处于一个相当
困难的阶段。”钟南山说。

钟南山：

疫情拐点还无法预测
峰值应在2月中下旬出现

专家面对面专家面对面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2月11日，
来自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消
息称，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大车流，我市
高速公路一旦出现排队检测车辆超过
500米的情况，执法人员将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确保高速公路出行通畅。

据介绍，针对非渝籍车（不包括鄂
籍）过境通行量较大的现状，为严防因
检测出现部分路段拥堵，提升检测通行
效率，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允
许未途经重点疫情地区的车辆，在各省
界防疫检测站现场登记并检测体温，符
合条件的准予通行。同时，结合路网大
数据，及时收集研判车流动向，加强与
电子导航企业合作，及时引导车流均衡

通行。
在全市186个防疫检测站设置了

应急运输车辆“绿色通道”，确保疫情防
控应急人员、物资运输车辆“一路绿
灯”。当遇到拥堵时，执法人员将着力
强化交通疏导，确保高速公路应急车道
畅通，引导应急运输车辆通过应急车道
快速通行。

此外，总队还在部分主线站、省界
站（防疫检测站）、区县重要收费站设
立了交通安全服务站，除免费提供饮
用水、常用药品、简易工具及答疑解
惑、查询处理违法行为等服务外，还适
时提供车况检查、充气充电、事故处理
等服务。

排队检测车辆超过500米
高速执法将启动应急预案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援助湖
北医护人员家属们，若有必要出行的需
求，可以给“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打电
话，他们将主动上门，为你提供免费出
行服务。2月11日，市出租车汽车暨
汽车租赁协会发布消息称，主城“雷锋
的士”自发成立志愿服务队，累计已有
近300名志愿者主动报名，参与免费送
行服务。

此次“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主要
服务对象是援助湖北医护人员家属。

“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具体联系方式：
市出租车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联系人
管先生电话：13983891102，宋女士电
话：15998979426。

此前，主城出租车企业还在加气站
设出租车消毒点，主动为进站的出租车
进行消毒。同时，成立“抗击疫情志愿
服务车队”，为主城区疫情防控一线医
务人员和工作者提供免费出行服务，其
中民营企业君畅租车主动提供5台车、
备用30台车。

“雷锋的士”抗击疫情志愿服务队
免费为援鄂医护人员家属提供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报
记者2月 11日从重庆交通开投公交
集团获悉，为满足市民出行需求，该
集团积极与机场、火车站对接，执行

“列车（航班）不到站（港），公交不收
班”。

据了解，随着我市部分企业陆续复
工，市民出行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为
此，公交集团充分利用公共交通大数
据分析、4G视频监控等多种方式，掌
握节后复工的地面公交客流出行规
律，优化运营组织，实施精准调度。例
如，在客流大通道，他们采取早高峰班
次多车并发模式；在客流高断面，开行
区间车、大站快车等，以合理控制车辆
拥挤度。

同时，公交集团积极与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重庆北站、重庆西站密切对接，
准确掌握列车、航班到站、到港信息，执
行“列车（航班）不到站（港），公交不收
班”的保障方式，对枢纽客流进行及时
疏运。

此外，公交集团主动与工业园区、
大型企业、连锁商超对接，了解企业员
工出行信息，根据需求开行点对点的定
制公交服务，配合企业开展好乘车职工
的体温检测，帮助企业尽快复工。

据悉，目前，公交集团志愿者人数
已增至900余名，在各大站点开展抗疫
保畅服务活动，现场监测车辆装载量，
观察沿途客流量，配合车辆调度，做好
市民引导、服务。公交服务热线
16866666也为市民24小时开通，市民
有任何意见、建议都可拨打电话。

公交集团积极与机场火车站对接

列车（航班）不到站（港）公交不收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