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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戴珺 记者 陈斌）这两天，
平坝区白云镇随处可见一支戴着“疫情
防控”红袖标、拿着小喇叭的小分队，“户
与户之间不串门，不与外来人员接触，不
要到处跑；不赶场，不聚会，不聚餐，不吃
野味，不擅自办酒席，减少感染机会；不
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伴随着小喇
叭的声音，小分队挨家挨户分发宣传
资料。

这支随处可见的小分队，名字叫做
“白云镇疫情防控志愿者”，这支队伍由
党员、普通村民、在校大学生、返乡农民
工和退役军人自发组成。全镇共200余
名群众自愿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他们每天带着小喇叭在各自然村寨
播放宣传疫情防控音频、发放宣传资料，
对过往车辆认真排查，对村寨主要区域
进行消毒。林下村志愿者蒋成祥说：“现
在疫情这么严重，看到村干部们为疫情
防控那么辛苦、不分日夜的保护我们的
村寨，我也想为疫情防控出一份微薄之
力。”除了像蒋成祥这样为村里捐献木炭
等物资的志愿者，还有在目前防护物资
紧缺的情况下为白云镇一线医务工作者
送来10支水银体温计、300个口罩的

303党委书记、院长肖海涛；为车头村送
去200个口罩的村民刘上恒，他们伸出
援助之手，温暖人心，为打好疫情防控阻
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白云镇连日来多次组织召开疫情排
查防控会议，对疫情排查防控进行安排
部署，积极应对，敢于担当，不惧风险，充
分发挥“兵支书”“最美退役军人”等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张
贴公开信15000份；张贴宣传标语、防
控知识220余条；LED电子显示屏累计
播放宣传标语500条；利用村村通云广
播，7辆宣传车、80余个小喇叭和移动音
箱等进行宣传5000余次；入户走访排查
群众36556人次，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全面落实群防群控。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大家的心，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安顺职院100余名
志愿者通过团省委、团市委、医院、乡镇
以及村组报名，积极投身到各个疫情防
控的岗位，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奉献
着青春。

安顺职院应用医药系广大团员青年
是最早积极响应号召的团队，他们在各

个防控点配合当地工作人员开展疫情防
控知识宣传、摸排外来人员等工作。
2018药学班陶涛同学，参加了紫云自治
县白石岩乡大水井村的志愿服务活动，
在村路口的防疫卡点测体温，作登记。

青年学生们在医护岗位、便民服务
岗位、秩序维护岗位、心理疏导等岗位
上，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民服务，奉
献自我。

本报讯（记者 詹艳） 连日来，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无数人
的心。2月6日，在市林业局的倡导下，
市龙头企业春归保健科技有限公司积极
响应号召，将价值20万元的336盒刺梨
纯汁捐赠给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线的工
作人员，共抗疫情。

当天下午，一辆贴着“守护家园，春
归黔之梨致敬一线英雄”标语的货车载
着这份“沉甸甸”的爱心出发了。护送爱
心纯汁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的将爱心纯
汁送给了在市公安局（安顺东出口站、安
顺南出口站）、市人民医院、三〇二医院、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西秀区环境卫
生管理处等工作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工
作人员手中。爱心捐助的现场，处处充
满了这样让人暖心的话语，严峻疫情面
前，这样的场景尤为温暖动人。

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现在是
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作为一名普通市
民，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给你们送
来一些泡面和水，谢谢你们在疫情面前
仍然坚守岗位，守护平安。你们辛苦
了。”在这紧急时刻，普定县龙腾食品配
送经营部负责人阳介恒于2月4日下午
向普定县定南街道无偿捐赠康师傅泡面
50箱、矿泉水50件，支援普定县定南街
道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2月4日下午，在普定县高速路口，
一名开着贵GHJ719的年轻人向普定县
定南街道驻高速路口防控劝返点捐赠
100个口罩，15件矿泉水后离开，未留
姓名。

疫情发生以来，普定县定南街道全
体干部职工奔走在疫情防控一线，每天
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当中，这次捐赠
活动，不仅给抗击疫情以物质上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带来精神上的鼓舞，“收到这
些暖心的生活物品，我们真的很感动，感
谢爱心人士的理解支持。”普定县定南街
道办事处主任林选海说。随后，赠送物
资在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的统筹安排下，
第一时间分发到防疫劝返防控点。

本报讯（记者 卢维） 2月6日，随
着最后一个慰问点的结束，贵州蓝曲实
业有限公司向关岭自治县坚守疫情防控

工作一线的37个卡点的工作人员送去
的爱心捐赠暂时告一段落。

从2月4日开始，贵州蓝曲实业有限
公司积极响应号召，为关岭自治县坚守
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了价
值上万元的矿泉水和方便节能食品200
多件。贵州蓝曲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
仲林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位于关岭自治
县顶云街道办事处下良寨小区，本想给
一线工作人员购买口罩，但是由于各种
原因没有买到，只能采购方便节能食品
和矿泉水各200多件，然后送到关岭同
心社区、同康社区、下良寨小区、新场村
路口卡点、木厂路口卡点、夹巷口路口卡
点、麻龙村路口卡点、冒寨村卡点、九仙

龙天路口卡点、烂沟桑寨路口卡点、太平
庄路口卡点、大坡上路口卡点、大窝子路
口卡点、沪昆高速永宁收费站、永宁紫山
路口卡点、永宁西关坡卡点、永宁新城卡
点、关岭收费站、八德卡点、断桥检测站
等37个卡点上。

贵州蓝曲实业有限公司捐赠到各卡
点上的方便节能食品和矿泉水，是对关
岭自治县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后盾
保障，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
强大动力。

本报讯（民政宣） 为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安顺市慈善总会捐赠

205箱牛奶产品，用于慰问我市工作在
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日前，205箱蒙牛集团捐赠的牛奶
产品通过安顺市卫生健康局分配到：安
顺市人民医院、安顺市妇幼保健院、安顺
市中医院、安顺市贵航（集团）三〇二医
院、西秀区人民医院、经开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等6家医院。

本次捐赠物资主要给予主城区承担
市级救治的医疗单位，为了感谢奋战在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保护人民
健康的一线医护人员。

在此，安顺市慈善总会倡议广大人
民群众发扬奉献精神，用行动凸显大爱
情怀，鼎力相助，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本报讯（侯梦垚 记者 唐琪） 经开
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
作，将牛来香酒店作为经开区湖北籍来
黔人员及滞留旅客定点接待酒店，以便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尽最大努力做
好旅客的服务工作。

连日来，在经开区定点接待的牛来
香酒店，经开区医护人员每天都会头戴
防护、面戴口罩、身穿防护服，准时来酒
店为留观人员测量体温，并询问身体健
康情况，为居住在定点接待酒店这个“临
时的家”的留观人员提供暖心服务。

牛来香酒店负责人李朵告诉记者：
“我们酒店现在一共留观13人，有2人

到医院留观，每天都有医护人员为留观
人员测量体温，询问情况，早晚各一次，
有工作人员每天对酒店进行消毒杀菌，
每天三次，确保酒店环境安全，留观人员
的安全。”

除此之外，经开区机关服务中心还
全力保障留观隔离人员的生活需求，为
他们送去一日三餐，由酒店打包后送到
客房门前。同时，为加强工作的统筹协
调力度，经开区公安分局、卫生健康局、
疾控中心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定点
酒店工作专班，全面调度酒店防控工作，
随时为留观人员解决困难。保障，用心
用情用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9.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型冠状病
毒怎么办

如果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型冠状病
毒首先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戴上
口罩，与家人保持好距离，注意通风，
注意个人卫生，到就近的定点救治医
院发热门诊就诊。就诊时主动告诉医
生接触过哪些人，配合医生开展调查。

20.怀疑身边人感染了新型冠状
病毒怎么办

如果怀疑身边的人感染了新型冠
状病毒，首先要戴好口罩，与其保持好
一定距离，同时建议对方戴好口罩，到
就近的定点救治医院发热门诊接受
治疗。

2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
以治愈吗

已经有一部分患者，在医生的积

极治疗下，战胜了新型冠状病毒，最后
达到了治愈的目的。

22.目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有无特效药物和疫苗

目前无特效药，只能对症支持治
疗。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药物和疫苗的研发都在进行中，同时
国家也在对一些中药进行观察研究。

23.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是什么

按照目前最新《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标
准：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
状明显好转，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
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至少 1
天），可解除隔离出院或根据病情转至
相应科室治疗其他疾病。

（未完待续）

1.居住空间安排
（1）可疑症状者需住在通风良好

的单人房间，并拒绝一切探视。
（2）家庭成员应生活在不同房

间，如果条件不允许，应至少保持1米
距离，分床睡。可疑症状者应减少活
动，限制居住空间，确保需要共用的
空间（如厨房和卫生间）通风良好（保
持窗户持续开放）。

2.照顾者安排
最好固定一位家庭成员照顾，这

位家庭成员应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且
没有慢性疾病。

3.防止传播
家庭成员与可疑症状者在同一

房间时，都应该佩戴与面部严密贴合
的医用外科口罩。随时保持手卫生，

避免直接接触身体分泌物，不要共用
任何可能导致间接接触感染的物品。

4.污染物的处理
使用过的手套、纸巾、口罩以及

其他废物都应该放在患者房间专用
的垃圾袋里面，标记为污染物再
丢弃。

5.出现以下症状时应立即停止居
家隔离并及时就医

（1）出现呼吸困难（包括活动后
加重的胸闷、憋气、气短）。

（2）出现意识问题（包括嗜睡、说
胡话、分不清昼夜等）。

（3）腹泻。
（4）高烧超过39℃。
（5）其他家庭成员出现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可疑症状。

本指南适用于商场、餐馆、影院、
KTV、网吧、公共浴池、体育馆、展览
馆、火车站、地铁站、飞机场、公交汽
车站等公共场所。

1.公共场所工作人员要自行健康
监测，若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可
疑症状，不要带病上班。

2.若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可
疑症状者，工作人员应要求其离开。

3.公用物品及公共接触物品或部
位要定期清洗和消毒。

4.保持公共场所内空气流通。保
证空调系统或排气扇运转正常，定期
清洗空调滤网，加强开窗通风换气。

5.洗手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
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

6.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及时清理
垃圾。

7.疾病流行地区，公众应尽量减
少前往公共场所，尤其避免前往人流
密集和空气流通较差的地方。

疫情当前，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全体民警、辅警全力以赴奋战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线。近日，贵阳三
联乳业、西秀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爱心企业纷纷来到安顺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向奋战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线
交警送来了牛奶、酒精、藿香正气水等物资。向一线民警致敬。 □张俊 记者 罗野 摄

紫云自治县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在该县防疫指挥部统一领
导下，县人武部积极响应，各乡镇（街道办）人武部闻令而出，出动民
兵应急分队紧急驰援，全面配合公安、卫生和交通部门在各乡镇关键
路口设立疫情防控检测点，昼夜执勤，对所有车辆、人员进行出入管
控和防疫检测。

□彭俊伟 摄

爱心捐赠 温暖防控一线

众 志 成 城 抗 疫 情

经开区为定点接待酒店留观人员
提供暖心服务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指南

特殊场所防控指南之五

公共场所防控指南

特殊场所防控指南之六

居家隔离防控指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公众防护指南

白云镇：

小喇叭小分队筑起疫情防控网

安顺职院：

百余名志愿者服务防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