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日下午，当记者走进
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急诊
区的输液室，曹丹刚刚接诊了一
名全身烫伤的患者。为伤口涂
抹药膏、调低空调温度、配药并
更换吊瓶……她动作麻利、有条
不紊。

曹丹是横琴医院急诊科护
士，这是她国庆假期值班的第二
天。她告诉记者：“今天病人相对
少些，跟平常差不多，100 人左
右。”而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 1
日，曹丹刚刚打完了一场“硬仗”。

受澳门疫情影响，9 月 29
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
整疫情防控措施，要求9月20日
起从澳门入境的人员尽快进行
核酸检测。一些澳门大学生从
澳门回到横琴后，因未进行核酸
检测，健康码变为黄码，按照规
定需要进行“三天两检”。横琴
目前只有横琴医院一个核酸检
测点，往常平均一天只需检测20
多人，9月30日检测人数开始暴
增。10月1日，横琴医院一共接
待了400多名前来进行核酸检测
的学生。

当天上午8时30分，曹丹早
早到岗。上午，她一直在发热门
诊忙于人员调配。下午 3时 30
分，刚刚忙完穿脱防护服培训的
她，又匆匆赶往“前线”支援核酸
检测。黄码人员核酸采集区域在
室外，曹丹顶着33℃的高温，身穿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坚守岗位。

今年国庆假期共7天，曹丹需
要值6天班。对于一名急诊科护
士而言，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工
作节奏。“急诊科要一直保持应急
状态，急患者之所急。我们有一

项不成文的规定，就是24小时手
机不离身，有紧急任务必须半小
时内赶回。”

由于有家人从事医疗行业，
于是曹丹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毅
然决然选择了护理专业。她
2017年毕业于医学院校护理专
业，2018年来到横琴医院急诊科
工作。3年的时间里，曹丹从一开
始的懵懂、忐忑，到现在越发沉
稳。红火蚁咬伤、海鲜过敏、工人
外伤……如今，各种突发情况曹
丹都能应对自如。“我一边努力让
自己强大，一边稳定自己的心态，
相信自己可以帮助到患者。”

一天凌晨3时左右，值班的曹
丹接诊了一名胸痛患者。“当时他
满头大汗，表情痛苦，手捂着胸
口，主诉‘胸痛’。”曹丹回忆道，当
时她马上搀扶患者进入抢救室。
经过心电图检查，医生快速判断，
考虑患者是“急性心梗”。

情况十分危急。为了缩短救
治时间，在患者没有办理就诊手
续的情况下，医生直接进行了相
关检查，并将情况上报到珠海市
胸痛中心。由于横琴医院暂不具
备心脏介入手术条件，曹丹和同
事立即将患者在40分钟内转运
到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经过紧
急手术和住院治疗，患者最终转
危为安。

“紧急处置我全程在场。看
到他从一开始十分痛苦到状况平
稳，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感觉特
别欣慰。这也是我选择急诊科的
原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挽救生
命。”曹丹说，她将继续练好基本
功，耐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为患者
提供最好的服务。

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急诊科护士曹丹：

守岗尽责
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服务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雁南报
道：近日，由珠海横琴小可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可乐”）自
主研发的“全场景精细化车位管理”
项目，在2021年广东“众创杯”创业
创新大赛中，从6000多个项目中脱
颖而出，以优异表现获得大众创业
创富赛半决赛创业组一等奖。

据小可乐研发总监李健坤介
绍，该公司组织了由技术骨干领衔
的精英团队参赛。团队独创性地将
边缘计算集群式识别控制（AI+
IoT）方案运用到了车位管理方案
中，只需要将小可乐“慧眼”边缘运
算终端部署到停车场、充电站，借助
摄像头在本地进行车位状态识别、
车辆停车识别、车牌识别、车型识别
等诸多智能运算，借助专利的集群
式地锁控制方案，单个边缘终端即
可集群式地管理场站的多个摄像头
及小可乐智能无感地锁，完成本地
识别、本地控制，从而实现对于单个
车位的精细化管理。

目前，该技术已在全国多个城
市得到规模应用，下一步将在帮助
充电站改善运营情况的同时，通过
识别车牌号码，结合手机客户端预
约功能，拓展至更多的停车管理场
景，例如VIP车位、园区企业专用车
位、停车场智能化升级、私人车位共
享等，为市场提供精确到“位”的车
位管理服务。

据悉，小可乐专注于智能出行、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研发和新能源
行业服务，已在全国100多个城市
开展智能充电及智慧通勤服务。其
中，服务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

“横琴号”智慧通勤已成为一张交通
名片，是横琴政企创新合作、资源服
务共享的新尝试。

全国首条跨境通勤服务专
线——“横琴号”琴澳线开通之后，
成为许多双城生活居民每天通关首
选。“横琴号”依托智慧通勤管理平
台大数据，可以实现提前预定跨境
车票，自选上车点，通关后直达目的
地。通过横琴号智慧通勤平台搜
集到的数据，琴澳线可快速优化线
路，增删站点，最大程度满足群众
的通勤需求。此外，“横琴号”还装
备了全国首个应用于通勤服务场
景的指静脉身份识别技术，除了方
便乘车验票、无需使用手机操作
外，还为将来探索打通通关凭证奠
定技术基础。

同时，作为中国充电联盟标准
通信协议的制定者，小可乐致力于
通过充电运营平台这一新能源领域
的数字化“新基建”，在产业和用户
之间架起桥梁，让新能源车主出行
更方便，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
发展。为了支持粤澳两地的新能源
出行产业发展，小可乐已规划在横
琴建设超大型新能源车充电站，采
用基于人工智能视觉技术的全场景
精细化车位管理系统，无感分流不
同的停车、充电需求，能同时容纳
200台新能源大巴车、2000台新能
源私家车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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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什么时候从澳门回来
的？回来后去过什么地方？”10
月2日下午，横琴镇荷塘社区
石山党支部书记叶巧燕在石山
村公共服务站不停地忙碌着。

根据有关要求，9月20日
之后从澳门入境的人员，需要
主动向社区报备。叶巧燕向记
者展示了一份公安、疾控部门
发来的名单，这几天，石山村一
共需要核查50多名人员。她
已经提前打电话通知这些人
员，尽快前往石山村公共服务
站登记相关信息。

叶巧燕耐心地询问前来报

备人员的入境时间、行程轨迹
等，指导他们在承诺书、健康告
知书、社区健康管理告知书等文
件上签字，并及时将信息录入

“疫情社区人员检疫检查”
APP。公安部门在必要时，可以
依据这些信息准确追查到相关
人员。

近期，澳门和内地多个城
市出现本土疫情，这让社区疫
情防线拉得更紧。除了进行人
员核查之外，针对石山村的几
间民宿，叶巧燕也已提前在公
寓微信群里提醒民宿经营者，
如发现从中高风险地区来的游

客，要及时向社区汇报情况。
1985年，叶巧燕跟随父亲

来到横琴定居。2014年，她来
到石山村工作，至今7年的时
间，她早已和村民打成一片，大
家都亲切地称她为“燕姐”。村
民已经习惯遇到急事立即打电
话求助村委。“公共服务站门口
贴着电话号码，一天24小时都
可以打电话寻求帮助。无论是
放假还是半夜，我们都会马上赶
到。”叶巧燕说。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
位村民的女儿曾经两次离家
出走。第一次在半夜打电话

给叶巧燕，请求帮忙调取监控
视频，所幸后来在女孩一名同
学家里找到了她。不久前，女
孩再次离家出走。叶巧燕和
村长一起上门了解情况，发现
家长情绪激动、精神状态较
差。得知这个家庭亲子关系
紧张，他们便与家长沟通了
近3个小时，还请来了心理咨
询师，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慢
慢解开了心结。

近年来，石山村变得更美
了。在叶巧燕的带领下，石山
村打造垃圾分类先行示范点，
引进“万村”模式盘活空置房

屋，还在今年开展了共享单车
停放点建设、斜坡的绿化建设
和加装石凳等“民生微实事”
项目，村容环境更加整洁优
美，获得了村民们的肯定和
赞赏。

尽管社区基层工作十分琐
碎，但叶巧燕热爱这个岗位。她
感恩村民们的信任，认为自己有
责任服务好村民，带领大家齐心
协力建设石山村。她说：“我们
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尽最大
努力解决群众的身边事，积极听
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做到‘小
事不出村’。”

横琴镇荷塘社区石山党支部书记叶巧燕：

筑牢疫情防控的社区防线

10月1日下午，烈日灼人，孙
洪利开着警用摩托车来到横琴客
运码头。根据以往经验，节假日
和高峰时段，这里是横琴岛最容
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之一。下了
车，孙洪利站在环岛东路旁，和同
事一起疏导交通。

孙洪利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四级警长。
当天早晨，他在长隆国际海洋度
假区附近巡逻，路况总体上较为
平稳。车流高峰回落后，他又到
横琴口岸、ICC等区域开展重点
车辆排查等日常工作。午饭时
间，许多游客来到红旗村用餐，车
流量增多，停车位也出现紧张，孙
洪利又开始疏导车辆，防止交通
拥堵。

节假日是很多人的团圆日、
出游日，却是公安民警的执勤
日。每逢元旦、春节、国庆节等节
假日，公安交警部门都会启动最
高等级的一级勤务，全警到岗，随
时待命。尤其是横琴作为一座休
闲旅游岛，每到节假日，这里更是
成为交警的“战场”。

为了应对国庆假期可能出现
的拥堵情况，交巡警大队提前做
好了预案。派专人值守长隆国际
海洋度假区、横琴客运码头等车
流量较大的路段；若进出横琴岛
车流量大，及时调整红绿灯方案，
提高通行效率；同时，全警上路，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及时处理，避免出现拥堵。

作为一名铁骑，孙洪利上路
巡逻时需要穿上特制的骑行服。
这身衣服具有防摔功能，比普通
衣服厚重得多。“骑车的时候还

好，一停下来，汗就会一直流，回
来全身都湿透了，每出去一次就
得换一身衣服。”孙洪利说。

2003年，孙洪利考上军校，成
为一名军人。在部队待了10多
年，于2019年转业，成为一名交
警。在他看来，从军人到警察，尽
管身份发生了转变，但肩上沉甸甸
的责任没有变。“每次处理完交通
事故，或者成功疏导车流，或是经
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案件，
我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孙洪利还清楚地记得，去年
12月31日晚，3.4万人聚集在长
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参加“跨年狂
欢夜”活动，迎接新年的到来。当
日17时，交巡警大队队员早早进
入作战状态，一直持续到2021年
1月1日凌晨5时，连续奋战12小
时，全力保障跨年夜横琴道路交
通安全。

“那天根本没停下来过。这
边刚接到电话，去处理一宗事故，
还没到现场，对讲机又通知另一
边有事故发生。”孙洪利说，“整整
一个通宵，我们一直在路上跑。
凌晨出完警，回来路上又‘捡’了3
单事故。”

2017年，当孙洪利还在部队
时，他被调到了横琴。在横琴的
4年里，孙洪利见证了横琴的发
展，他看着横琴新口岸、高楼大
厦、立交桥一点点建起来，道路也
越来越宽敞。对于横琴的未来，
孙洪利充满了期待，他热爱横琴
这片土地，“作为一名交警，我希
望能尽己所能，保障横琴交通安
全畅通，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减少人员伤亡。”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公安局

交巡警大队四级警长孙洪利：

尽最大努力保障交通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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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举国欢庆的国庆节，7天小长假人们或结伴出
游，或好友欢聚，或陪伴家人，享受愉快的休闲时光，是大多
数人假期的“打开方式”。然而，有这样一群人，国庆节期间
依然默默坚守岗位，守护节日的幸福安宁，维护社会的和谐
稳定，服务百姓的各类需求。

孙洪利在指挥交通。

曹丹在为患者输液。

叶巧燕（右）指导从澳门返横琴的人员签订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