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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仲崇山） 省卫健
委 30 日发布消息：7 月 29 日 0-24
时，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8 例

（南京市 13 例，其中 1 例为无症状
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淮安市 1例；
扬州市 4 例），14 例为轻型，4 例为
普通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4
例（无锡市报告 1 例；淮安市报告 3
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2
例（菲律宾输入）。以上病例均在定
点医院隔离治疗。

7 月 20 日至今，南京市累计报
告本土确诊病例 184 例（其中轻型
82例、普通型94例、重型8例），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1例；无锡市累计报告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淮安市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例（轻型），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3例；扬州市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6例（3例为轻型，3例
为普通型）；宿迁市累计报告本土确
诊病例2例（均为普通型）。病例详情
由相关设区市发布。

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
确诊病例 205 例，其中本土确诊病
例 193 例（轻型 86 例、普通型 99
例、重型 8 例）；在医学观察的无症
状感染者24例，其中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5例。

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

本报讯 （记者 张宣） 7 月 29
日，针对疫情防控期间老百姓关心的
生活环境如何科学消毒问题，省疾控
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主任医师
徐燕接受了记者采访。

徐燕说，首先就是勤洗手，用流
动的水，配上普通洗手液或肥皂就可
以，不建议频繁使用消毒剂。一般情
况下，家庭以保持清洁卫生为主，不
用频繁消毒，更要避免过度消毒。平
时要做好室内通风换气，每日打开门
窗通风2-3次，每次不少于半小时。

另外，对家里的物品，也是做好清
洁最重要，必要时再进行消毒。“消毒
的方法有很多，像餐饮具，可以采用物
理方式消毒，煮沸10分钟；也可用微
波炉微波消毒；有家用消毒柜的，按照
说明书使用。如果使用含氯类消毒剂，
如84消毒液，消毒后，一定要用清水
冲洗干净。”徐燕告诉记者，要注意的
是，化学消毒剂对人体有刺激性，对物

品有一定腐蚀性。使用时，要做好个人
防护，还要注意把消毒剂放在儿童接
触不到的地方。另外，酒精是易燃易爆
物品，一定要注意安全。

徐燕建议，科学消毒需遵循“五
要”“七不”原则。“五要”是指：隔离病
区、病人住所要进行随时消毒和终末
消毒；医院、机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
所的环境物体表面要增加消毒频次；
高频接触的门把手、电梯按钮等，要
加强清洁消毒；垃圾、粪便和污水要
进行收集和无害化处理；要做好个人
手卫生。“七不”是指：不对室外环境
开展大规模的消毒；不对外环境进行
空气消毒；不直接使用消毒剂对人员
进行消毒；不对水塘、水库、人工湖等
环境中投加消毒剂进行消毒；不在有
人条件下对空气使用化学消毒剂消
毒；不用戊二醛对环境进行擦拭和喷
雾消毒；不使用高浓度的含氯消毒剂
做预防性消毒。

德尔塔毒株传播速度快

疾控专家教你如何科学消毒

□ 本报记者 王世停 周敏

到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去！7 月
29 日，按照南京市江宁区委部署要
求，禄口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前方
指挥部临时党委任命 30 名党员干部
任禄口街道30个村（社区）党组织“第
一书记”，并于当天全部上岗。当天上
午，南京第九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经疫情防控专家组
评估，将江宁区禄口街道全域调整为
高风险地区。

站在“最前线”，直面“高风险”，
“第一书记”们怎么干？

“我们不是来督战，而是参战”

到白云路社区干“第一书记”，对
江宁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纪委
书记丁谦林而言，有一种“回家”的感
觉。曾在禄口工商所工作过5年，一整
条街的门面房商户，不少都是他的“老
熟人”。当江宁区委发出“动员令”，他
第一时间报名。“有禄口基层工作经
验”写在了“请战书”上。

27 日晚，这位“老禄口”一到白云
路社区，就马不停蹄开始干活。了解情
况、对接信息、全村巡查⋯⋯一趟走下
来，花了两个多小时，防护服湿透全
身。走访中，一位 80 多岁老人望着他
胸前的党员徽章有些出神。“我问她，
老妈妈您怎么了？她说，‘我就是觉得，
得亏有共产党，我们不怕！’”成为“第
一书记”，就要扛起“第一责任”。为建
立与村民最直接的联系通道，丁谦林
向社区全体居民公开了手机号，并承
诺：“大事小事，找我就行！”

“我不是来‘督战’的，我是来‘参
战’的；你们是‘指挥长’，我是‘战斗
员’！”江宁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副
局长赵祥素作为下派党员干部，刚到
石埝村就对村“两委”铿锵表态。简短
会议后，他跟社区工作人员一道，到村
里开展地毯式摸排，挨家挨户上门询
问。赵祥素负责摸排河东、河西两个村
40 余户村民。“村里有确诊病例，我自
己去，给村民底气，也能给‘战友们’信

心！”当晚，他们掌握了辖区机场从业
人员 700 余人的具体信息，为后期精
准管控打下坚实基础。走访后，又连夜
制定防控方案，一直忙到凌晨3点多。
第二天，因防控工作需要，赵祥素又紧
急调任上穆社区“第一书记”。

“上午10点半正式到岗，3小时后，
成功村升级为高风险地区！”成功村党
委“第一书记”、江苏园博园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艾钱云说。29日夜里忙
到次日凌晨3点，他带领村委会16名工
作人员、园博园8名支援队员，连夜完
成全村125人安全转送。“‘第一书记’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团结好社区干部、
聚合多方力量，难题解决了，民心就顺
了；基层稳了，大局就稳了。”

截至目前，禄口街道 30 个村（社
区）党组织“第一书记”已全部到岗，他
们大多是禄口本地人、或曾在禄口工作
过、对禄口地区情况较为熟悉的区管干
部。江宁区禄口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明确，“第一书
记”职责为：配合村（社区）书记担负起
辖区内疫情防控的全面责任，帮助协
调解决各类矛盾问题，承担前方指挥
部办公室、现场指挥专班及各工作组
和村（社区）书记交办的工作任务，协调
保障和管理下沉支援村（社区）人员。

“我们在各单位派往前线的突击
队中，成立临时党支部 149 个。”江宁
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
区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党员中下沉防
疫一线的达到 1 万余人，有 6256 人下
沉到村（社区）一线，有 691 名党员到
禄口地区参加防控工作。

迈开铁脚板，带起“铁队伍”

按照江宁区委区政府要求，“第一
书记”到社区，不但自己要迈开铁脚
板，更要身先士卒带起一支疫情防控
的“铁队伍”。

“疫情一天不结束，我这个‘第一
书记’就一天不‘下岗’！”有着18年党
龄的赵祥素，经历过“非典”等多次大
战大考，作战经验丰富。从石埝村“转
战”上穆社区当天，他了解到该社区有

9 个自然村、1508 人、63 个机场工作
人员和密切接触者⋯⋯立即作出研
判：必须立即实行封控！于是，第一时
间上报禄口地区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
临时党委，获批后冒着台风、迎着暴雨
进行连夜封闭。11 个卡口全封完，已
近凌晨两点。

由于曾在铜山社区工作过两年，
江苏园博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何勇
进驻铜山社区任“第一书记”。刚到“战
场”，他跟社区“两委”班子强调：“‘军
令’如山，必须执行到位！”摸清封控现
状后，他积极调动本单位30名保安承
担起铜山片区封控区域 12 个管控卡
点任务；又主动协调对接公安、城管、
村（社区）等单位，做好核酸检测、防疫
巡查、物资分发等任务。29 日晚，接前
线指挥部任务，要进行集中转运隔离。

“一位老人刚开完刀，不愿意走。”何勇
跟社区书记商量后，两人一起上门做
工作，20 分钟后，老人登上转运车。当
晚 11 点，铜山社区 67 名人员全部转
移完毕。“社区全员作战，我们在全街
道第一个完成任务！”何勇说。

鲜为人知的是，何勇本不在这次
下派名单里，他是主动“请战”的。27
日上午，江苏园博园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支援禄口动员大会上，他毫不犹豫
报名“逆行”。“我是党员，冲锋陷阵是
我的使命。”何勇说，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整建制接管是
最佳方案。当天，他就领着 80 名江苏
园博园的“精兵强将”，分赴禄口街道
3个社区进行“承包性支援”。

“第一书记”们到了新岗位，就带
着当地社区党员干部、志愿者一起迈
开铁脚板，扑在了服务群众的“最前
线”。28 日上午 11 点，机场社区党总
支“第一书记”，江宁区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张亚接到一通求助电话：“我老
婆预产期 7 月 29 日，昨晚开始出现疼
痛，需要住院待产⋯⋯”

做了多年妇女工作，张亚比谁都
明白，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即
便在“非常时期”，也容不得一丝怠慢。
她立即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上
报信息、开具证明、协调车辆，再三叮
嘱事情紧急，一定要快！与此同时，党
员社工、志愿者全部就位。一小时后，
该孕妇及陪同家属被送上紧急调度
车，送往指定医院检查待产。29 日凌

晨3点半，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名
健康的宝宝呱呱坠地。激动的孕妇家
属给张亚发来报喜信息——“你们救
了一个小生命！”

“大后方”协同，风雨同舟一起干

“第一书记”身先士卒，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江宁区委强调，各机关单
位部门作为“大后方”，出人出力，强
力支持。

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完成集结，一
封封前线请战书按满手印——江宁医
院第一时间集结100余名党员医护工
作者奔赴禄口，同病毒“短兵相接”；江
宁区城建集团组建志愿服务队，直奔
禄口街道秦村扛起国企担当；江宁公
安分局出动警力 800 余名，全力做好
禄口疫情防控保障；江宁开发区 170
名党员干部闻令而动，牛首山文化旅
游区200多名党员干部职工向组织主
动请战；江宁区公交集团 270 名党员
干部职工和 140 辆公交、大巴随时待
命，积极配合街道做好相关人员转运
工作⋯⋯越是艰险越向前，共同挑起
战疫攻坚的硬核担当。

打硬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保障
禄口居民生活物资需求，南京农副产
品物流中心（众彩）已组织两次大规模
配送行动。400余名干部职工齐上阵，
将数百吨果肉蔬菜按一包 5-6 个品
种、总重 12.5 公斤的要求进行包装，
便于封控区域工作人员配送、居民储
存食用。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禄口是最
前线，江宁稳则南京安。江宁养老机构
自 7 月 20 日起实施封闭管理。江宁区
民政局“小江家护”在严格执行疫情防
控要求下，为高龄、空巢、独居、低保、
低保边缘、散居特困等重点对象开展
服务，累计提供服务2296人次。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28
日下午，一场简单却隆重的宣誓仪式
在江宁区城管局禄口防疫突击队临时
党支部的驻地举行。连日来，突击队
105名党员干部职工冲锋在前，该局环
卫科邱俊等一批年轻同志纷纷在抗疫
一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是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我们要坚决兑现入党
誓词的承诺，亮身份，冲在前。”临时党
支部书记焦永东说，火线上，一个支部
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

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党员干部向前一步——

高风险社区来了“第一书记”
两在两同 同心抗疫

□ 本报记者 胡明峰 仇惠栋

7 月 30 日上午，南京市召开第十
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
上通报：7 月 29 日 0-24 时，南京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3 例（其中 1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截至 7 月 29 日
24 时，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84 例（其中 82 例为轻型，94 例为普
通型，8 例为重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 1 例。

病例分析，
所有年龄段均是易感人群

在南京市此轮疫情的185例感染
者中，江宁 157 例、溧水 11 例，建邺区
4例、鼓楼区4例，雨花台区3例，秦淮
区、高淳区各2例，玄武区、栖霞区各1
例。184 例确诊病例均在南京市第二
医院汤山院区（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
中心）治疗，1 例无症状感染者也在该
院区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经疫情防
控专家组评估，从 7 月 30 日起，南京
市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
整。江宁区淳化街道新林村郭村自然
村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
等级不变。

记者梳理此前发布的确诊病例
情况发现，其中年龄最大 80 岁，最小
8 月龄。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
表示，所有年龄段都是新冠病毒易感
人群。

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介
绍，截至 30 日 7 时，南京市第三轮全
员核酸检测已完成采样 643 万人，查
出 15 例阳性。目前，南京市第三轮大
规模核酸检测仍在有序进行。

在南京发布的确诊病例行动轨迹
中，一棋牌室被设为重要风险点位。通
过流调发现，曾有 8 个确诊病例到过
该棋牌室打麻将。棋牌室、麻将馆等场
所空间狭小、相对密闭，空气质量相对
较差，存在极大传染风险。杨大锁提
醒，目前是疫情防控关键阶段，市民不

要聚集，不要参加聚集性活动，对自
己、对家人、对他人、对社会负责。

雨花台区常务副区长陆瑞峰在发
布会上通报，截至 7 月 28 日 24 时，雨
花台区共报告确诊病例 2 例，均已送
定点医院隔离治疗，该区对 2 个病例
所在楼栋 66 户 215 人开展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已排查出的密接、次密接者
共39人均已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区外
的 18 人已全部通知采取集中隔离。2
个病例所在凤翔花园四期和凤翔新城
一期小区均已封闭管控，小区内2058
户、6575 人均已按规定每日一次核酸
检测，目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9 日，
该区新增 1 例确诊病例，正按照规定
落实管控措施。

病毒溯源，
保洁员工清扫CA910航班感染

南京此轮疫情的源头在哪？是如
何传播的？丁洁在发布会上披露，目前
已经完成本轮疫情 52 个相关病例的
病毒基因测序工作，均为德尔塔毒株。
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高度同源，提示
是同一个传播链。

本轮疫情早期报告的保洁员病
例基因序列，与 7 月 10 日由俄罗斯入
境的一架 CA910 航班输入病例的基
因序列一致。经调查发现，这些保洁
员工参加了 CA910 航班保洁工作，
工作结束以后，由于防护洗脱不规
范，造成个别保洁人员感染，进而在
保洁员群体中扩散传播。此外，该公
司的保洁员同时负责了国内和国际
航班垃圾清运，机场其他工作人员由
于接触了保洁员，或者是被污染的工
作环境造成感染。

“传染病疫情发生时，医疗救治是
去存量，疾病预防控制是为了从源头
上控制增量。控增量最主要的手段就
是流行病学调查。”丁洁表示，要搞明
白病例在过去的一周甚至更长时间
里，接触过什么人、去过哪些地方、进
行过什么活动、走过什么路，以及遇到
的人和发生的事，从而理清病例接触
网，找到相关人员，这个过程需要花费
很多时间。她表示，一旦掌握和核对清
楚所有相关资料，会第一时间把病例
的轨迹相关风险点公布。

严防扩散，
水陆空出口管控升级

为快速有效阻断疫情扩散外溢，
南京正扎牢整个城市的出入关口。南
京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郑春发介绍，
南京市城市出口把关管控全面升级。
公路方面，“离宁查验点”由68个调整
至75个。省交通运输厅在省界设立了
93 个“离苏查验点”。29 日下午，江苏
宣布关闭 21 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
口，南京有10个。

在铁路方面，为防范人员聚集风
险，从 30 日零时起，铁路南京南站、
南京火车站不再提供现场核酸检测
服务。在水运方面，设置水上“离宁通
道查验点”5 个，加强水上离宁通道
管控。在机场和公路客运方面，7 月
23 日起，禄口国际机场国内航线暂
停运营；28 日起，国际航线暂停运
营；27 日起，南京汽车客运站等 9 个
长途客运站和旅游包车业务已全部
暂停运营；跨市 19 条毗邻公交线缩
线至市域内运营。

连日来，南京市出租汽车运营车
辆持续下降。出租车从原先 1 万辆下
降到每天约 2000 辆，网约车从原先 4
万辆下降到每天约 1.5 万辆。南京市

交通部门与公安部门强化信息核实，
下线停运 1633 名健康码“黄码”驾驶
员。30 日，南京上线测试验码程序，网
约车驾驶员出车前，需上传当日健康
码截图，平台通过 AI 技术及人工复
核，校验驾驶员健康码情况，只有绿码
才能出车接单，预计近两日可在网约
车平台推广。

目前南京市内公共客运量已明
显下降，公交客运量从 232 万下降到
29 日的 72 万左右，下降约 65%；地铁
日客运量 330 万-350 万下降到 106
万左右，地铁乘客高峰期拥挤度下降
35%-40%。郑春发表示，针对公共交
通，尤其是地铁仍然存在拥堵的情
况，地铁集团和公交集团将根据疫情
和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运力配置和管
控措施。

企业防控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一
环。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郭
玉宁介绍，目前南京市有工业和信息
化企业、商贸流通企业、科研机构 7.6
万家，建筑工地 2677 个。截至 29 日，
已摸排出 14 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
史以及 7 月 10 日以来禄口机场经停
企业人员 11001 名；全市在建工程中
摸排中高风险旅居史人员3274名，均
已规范进行管理。

南京此轮疫情源头找到，系保洁员7月10日清扫CA910航班感染病毒

南京城市出口把关管控全面升级

29 日，南京市对全市常住人口、来宁人员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图
为南湖一小校园内的检测点，市民间隔一米有序排队。 本报记者 宋宁 摄

□ 本报记者 蒋明睿

南京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
们日常生活节奏，也让不少市民心理
压力增大。7月29日，新华日报·交汇
点记者从省心理危机干预热线获悉，
近日与疫情相关的来电明显增多。

从 7 月 20 日 8 点到 29 日 8 点，
该热线一共接到249通来电，其中与
疫情相关的是 75 通，比此轮疫情前
的来电量增加 30%。“绝大多数人在
面临应急事件或者较大的社会事件
时，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焦虑感，这
是正常的。”南京脑科医院医学心理
科中级心理治疗师冷静表示，在日常
生活中，应当保持健康规律的作息、

增加适度运动。如果已经产生明显
的焦虑，可以先适当屏蔽与疫情相关
的信息，重拾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

南京脑科医院、省应急心理干预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组织医学心理科
的专家编写了《心理防护自助手册》，
从情绪调节、舒缓身体、人际关系等
方面一一做了说明。此外《手册》还
对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等疫情期间
的一线工作人员作出心理防护指导。

冷静表示，如果市民朋友情绪问
题比较严重或复杂，身心反应比较明
显和持久，可以随时拨打省心理危机
干预热线（南京市疫情应对心理援助
专线）：025-83712977 或 12320 转
5，热线工作者将24小时为您守候！

防疫心理热线24小时为您守候

□ 本报记者 许雯斐

“静静，社区采样工作人手紧张，
你要不要来帮忙？”“来了！”7 月 21
日夜 11 点多，睡梦中的胡文静接到
在南京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小摆渡村
工作的父亲胡兆兵的电话，立马穿上
衣服赶往核酸采样现场。

让胡文静感触颇深的是，和父亲
一起工作，她才知道在社区工作的父
亲是如此辛苦。

前两轮核酸采样工作中，胡文静
负责信息登记，第一轮采样要人工登
记，一夜下来，小姑娘累得手都抬不起
来。工作期间，碰到忙碌中的父亲，两
人会微笑着对视一眼，再各忙各的。

“我跟爸爸并肩作战，也不觉得累了。”
“上高中时，爸爸总没时间来看

我，我想，你不就做个社区工作吗，有
那么忙吗？”如今，亲眼目睹父亲几天
几夜几乎没合眼的状态，胡文静忍不
住流下眼泪，年少时的心结彻底解开。

在长芦街道，像胡文静这样加入
志愿者队伍的大学生有 24 名，他们
中最大的不过21岁，最小的16岁。

7 月 29 日下午 3 点多，长芦街道
白玉社区第三轮核酸采样计划出炉，
社区居民要按照计划分时段、分批次
进行采样。这是在江苏省司法警官学
校读二年级的龚麒宇刚加入志愿者
队伍的第二天，16 岁的小伙子拿着

宣传手册跟在网格员身后，向居民宣
传采样计划、张贴宣传页。

“阿姨，很快要第三轮核酸采样
了，你们单元是 8 点开始，这次要带
身份证，出示健康码，你千万要记得
带身份证哦。”路遇居民，网格员刘雅
萍上前宣传，身后的龚麒宇不好意思
张口，就默默帮忙递上防疫宣传手
册，在她身后认真听、认真学。

7 月 30 日，江北新区第三轮核
酸采样开启，经过两天的锻炼，龚麒
宇对完成第一个“大任务”信心满满。

“第一轮核酸采样排队时，我看到
那些忙碌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担忧，这
么大的工作量，能忙得过来吗？”00后
戴屹然是入党积极分子，还是班级的团
支书，这位优秀的小姑娘很有主见，第
二天一大早，她就跑到长芦街道新犁村
村委会报名做志愿者。“请问你们需要
防疫志愿者吗？我是一名大学生。”

7 月 25 日 8 点，戴屹然“上岗”，
负责黄码筛查工作。“您好，我是新犁
村的志愿者，请问您家中有人健康码
是黄码吗？”这样的电话，戴屹然一天
得打近600个。一天下来，她“嗓子冒
烟”，声音沙哑。可第二天，小姑娘依
旧会精神饱满地提早到岗。

在校期间，戴屹然就积极参与运
动会志愿服务、南京平安志愿者服务
等。“这次志愿服务是我参加的志愿
活动中最辛苦的一次，但也是最有意
义的一次。长芦是我家，助力疫情防
控，我当仁不让！”戴屹然表示。

关键时刻，南京“新一代”当仁不
让“顶得上”！

关键时刻，“新一代”顶得上

写特

本报讯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 7 月
30 日发布紧急通知：因疫情防控形
势需要，经上级批准，自 2021 年 7 月

31 日零时起，暂停扬州泰州国际机
场所有客运航班起降，恢复时间另行
通知。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暂停所有客运航班起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