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新年 王帆

“李医生诊室什么时候下班呀？”
“24小时营业。”“请问怎么挂号？”
“不用，免费。”连日来，一个由广东省
援澳核酸采样队后勤保障组组长建
立的“援澳战友互助交流群”十分热
闹，该组长设立的“李医生诊室”已成
为全体援澳核酸采样队员的健康“修
复中心”。

这名广东省援澳核酸采样队后
勤保障组组长叫李晓冬，是珠海市人
民医院医疗集团骨科副主任医师、质
控科主任，在广东省援澳核酸采样队
中，他还是珠海市人民医院小队的领
队。“李医生诊室”就是李晓冬自己所
住的酒店2258房间，无论任何时候，
只要队友有需求，他都会敞开大门为
队友提供免费的诊疗服务，因此也被
队友称为“战地”诊室。

“开设诊室，源于队友们身体诊
疗需要。”李晓冬说。

应澳门特区政府邀请，珠海先后
两次累计组织653名援澳核酸采样
队员支援澳门。随着在澳门支援任
务的时间增长，不少援澳核酸采样队
员或由于工作疲劳或由于偶然因素，
出现湿疹、肌肉疼痛、眼睛干涩等，甚
至有队员患上甲沟炎。

7月9日凌晨1时25分，“援澳
战友互助交流群”响起提示音，还
没入睡的李晓冬迅速查看，原来是
同来援澳的一位邹姓医生眼睛突
发麦粒肿，肿胀疼痛，在群里发消
息求助。

“这一刻，我隐隐感到援澳队员
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临时诊室，解决
队员临时出现的伤病，确保队员的身
体健康。”李晓冬称。

第二天，李晓冬开始收集队员的
用药需求并记录下来。在这个过程
中，他发现有很多队友因为长期固定
姿势劳累引起了颈、腰、手的疼痛，而
全队止痛类膏药已经用完了。

为解燃眉之急，李晓冬联系他的

澳门朋友帮忙临时购买一些，澳门朋
友迅速送来了价值过千元的膏药。
当他准备支付费用时，澳门朋友说

“不用了，你们辛苦了，澳门同胞感谢
你们的支援”，令李晓冬感动不已。

当搜集到援澳核酸采样队各小
队的药物需求后，李晓冬将药品名单
打印出来贴在酒店2258房间内，并
在门口挂上了“李医生诊室”的门
牌。同时，李晓冬又在微信群里发布
通告：“‘李医生诊室’24小时开诊，
急诊非急诊均可联系，主治跌打损
伤、头晕呕吐、眼干目涩。另外，我们
还有强大的互助团队，有我们在，您
可以安心放心。”

通告一发出，队友们纷纷点赞。
“实在是太好了。尤其那句‘我们还
有强大的互助团队，有我们在，您可
以安心放心’这句话，让我倍感温
暖。”来自斗门区乾务镇卫生院的梁
医生说。

7月14日23时左右，队员贝永
红按响了“李医生诊室”的门铃。连
日来在密闭的防护服包裹下，她的右
脚甲沟炎复发，脚趾化脓红肿，疼痛
难忍。

李晓冬运用娴熟的清创技术，很
快把脚趾头内的脓液放了出来，并对
症施药，帮贝永红解除了病痛。

“只要队员有需求，无论什么时
候，‘李医生诊室’都会敞开大门。”援
澳核酸采样队员陈宇欣对李晓冬的
热情和责任心赞不绝口，在15日凌
晨2时许，她还去“李医生诊室”拿了
止痛膏药。

每天晚上，队员们按预约时间，
陆续到达“李医生诊室”。他们有的
来看眼睛充血，有的来看肩膀肌肉酸
痛，有的来看手部皮肤湿疹……李晓
冬和搭档的护士忙碌地为大家进行
肩颈按摩、眼部对症处理、皮肤用药
等，让队友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面对络绎不绝前来“打卡”的队
员，李晓冬丝毫没有觉得累和困，“援
澳队员都是24小时工作，作为服务
援澳队员的诊室，24小时开诊也是
应该的。”

据介绍，截至目前，“李医生诊
室”已累计为近100人次提供了医疗
服务。

“李医生诊室”24小时免费开诊

“战地”诊室守护援澳队员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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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进 通讯员 梁铭诗

7月12日5时，天刚蒙蒙亮，前山
街道岱山社区的4个核酸采样点便已
开始搭建。早上7时，核酸采样点全部
搭建完成，社区防疫队员各就各位，迎
接新一天的疫情防控任务，为13000
多名街坊提供核酸采样服务。社区是
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连日来，岱山
社区闻令而动开展疫情防控，保障辖
区安全有序，这背后离不开社区党委
书记徐小兵和防疫团队的组织保障和
辛苦付出。

为13000多位街坊服务的“抗
疫领头人”

岱山社区有18个小区，常住居民
超过13400人，辖区内到澳门务工的
人员较多，疫情防控的管理难度和管
理压力很大。

社区疫情防控时间紧、任务重，社
区党委书记是基层的“主心骨”，忙起来
就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连日来，社
区防疫队员每天忙到晚上11时。安排
工作、部署人员、现场督导、上门为居民
解决防疫突发问题、撰写疫情汇报材
料……深夜，徐小兵仍坚守在岗位上，
困意来袭他就在办公室沙发上合眼眯
一会，待体力稍微恢复又起来工作。第
二天一大早，他洗把脸又跟早早到岗的
同事们一起战斗在防疫最前线。

吸纳14个小区物业团队壮大
防疫力量

“共产党员就是要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再累再难，也要把党和政府交
给的防疫任务做好。”徐小兵说，“基

层防疫最难的不是每日动辄十几个小
时的高强度工作，一个社区要负责上
万名街坊的核酸采样和楼栋封控任
务，缺乏人手才是社区防疫最棘手的
难题。

为“招兵买马”，徐小兵想出了“吸
引外援”的好法子。小区的物业公司
组织完备、人员多、熟悉小区情况，是
一股难得的、成建制的社区治理力
量。他逐一登门拜访物业公司管理
层，还以社区名义召集辖区物业公司
负责人开防疫动员大会，成功吸纳了
14个小区物业团队加入社区防疫队
伍，壮大社区防疫力量。

确保核酸采样“不缺一户，不
漏一人”

不仅是物业公司，在岱山社区党
委发动下，辖区党员、热心居民以及爱
心商户都积极加入社区公益活动。两
年来，每当遇到防疫人手不足的情况，
岱山社区党委一动员，一个电话、微信
群内一个通知，便有二三十位志愿者
响应，大家直接赶到核酸采样点换装
成“小蓝”和“红马甲”支援防疫，有的
商户还放下生意，为防疫团队送来热
饭菜和饮料、矿泉水支持社区防疫。

防疫队伍壮大了，服务水平也得

到显著提升。连日来，岱山社区开展
核酸检测，防疫队员们认真负责，在小
区“逐楼、逐层、逐户”敲门提醒居民下
楼做核酸，并将相关数据汇报给社区
工作人员，确保核酸采样“不缺一户、
不漏一人”，工作效率提升，居民满意
度配合度也上升。

“徐小兵书记是个很负责任的人，
我们防疫工作中遇到困难，他都会出
面解决。要是手头工作扎堆了，他总
能想方设法协调来人手来帮忙。他自
己却一直忙得无法抽身，连续好几天
在办公室熬夜工作。”岱山社区工作人
员感慨道。

前山街道岱山社区党委书记徐小兵：

奔走在一线的“抗疫陀螺”

本报讯 记者张景璐 见习记者余
沁霖报道：“叮铃铃……”7月16日10
时37分，珠海市第三中学心理健康教
育科组长、专职心理老师吕瑶的电话
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位家长焦急
的声音。“老师，我和孩子因为疫情都
很焦虑，请问这个时候如何正确处理
亲子关系呢？”

在长达40分钟的咨询后，该家长的
情绪在吕瑶的耐心引导下，逐渐变得平
和下来。这是吕瑶志愿加入心理教师团
队后第一天当值。“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

能够利用自己专业特长，在疫情特殊节
点帮助有需要的人，我觉得很有意义。”

7月12日以来，市教育系统组建
了一支49人的心理教师团队，在每日
9时至21时开展心理辅导公益热线工
作，为涉疫儿童、隔离学生提供心理辅
导、危机干预、心理支持服务，同时面
向全市中小学及幼儿园的学生、家长
开通咨询热线，接受咨询。

暑假期间珠海发生新一轮疫情，
大部分家庭减少外出活动，居家生活
增加了亲子相处时间，也会引发不少

“烦心事”。对此，学生和家长都可以
通过心理辅导热线，寻找和利用社会
资源，维护心理健康，防范心理压力引
发的极端事件。针对有相关心理服务
需求的孩子，心理教师团队还制订“一
生一案”，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

“由于来电者具有个体差异，而心
理咨询是一次性服务，因此必须确定
这次来电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让
来电者给予反馈和回答。”珠海市教育
研究院心理教研员朱海表示，接到来
电求助时，心理教师团队会评估来电

者解决问题的能动性，根据不同的求
助类型，扮演不同解决问题阶段的角
色，如指导性、合作性或非指导性等。

朱海告诉记者，目前接到的心理
咨询电话内容多为亲子关系、孩子学
习动力、疫情造成不安情绪等问题。
面对寻求帮助的来电者，心理咨询师
首先会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倾听
过程中了解问题所在，通过友善交流
及专业心理疏导，帮助来电者情感宣
泄、缓解压力、重树自信心等，最终达
到自我成长的目的。

疫情期间市教育系统组建心理教师团队

为全市学生提供个性化心理辅导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梁铭
诗报道：为坚决执行和落实好我市疫
情防控措施，7月16日晚，在前山街
道党工委负责人的带领下，前山街道
市场监管所、城管办、经济办等部门
对辖区多处受管控的疫情中风险区
进行突击检查。

本次突击检查，发现部分餐饮
店、麻将馆、理发店等场所内有人员
聚集，未佩戴口罩等不符合防疫要求
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检查组现场认真
进行劝导，提醒居民做好疫情防护，

戴好口罩，避免人员聚集，同时责令
部分餐馆、棋牌室等未按防疫要求暂
停营业的场所进行整改。在督导过
程中，对少数拒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的商家，检查组立即发出整改通知
书，并进行清场。同时，前山街道各
社区将继续核查辖区内场所实际整
改情况。截至目前，所检查违反防疫
要求的场所均已暂停营业。

据了解，前山街道将加强日夜巡
查和督导，以最严厉的措施确保辖区
范围内的密闭场所暂停营业，餐饮场
所暂停堂食。

前山街道突击检查疫情中风险区重点场所

责令违反防疫要求场所停业整改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张军
报道：日前，珠海市民王女士接到一
个自称是“珠海市疾控中心工作人
员”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工作人
员”一开口就问王女士“做核酸了
没？”，并表示系统检测到王女士曾经
在北京一家发现新冠阳性病例的医
院扫过健康码，要求王女士强制隔
离。

王女士一听，自己根本没去过北
京，怎么可能到医院扫健康码呢。于
是，她连忙解释，自己没有做过这样
的事。

“工作人员”又称，系统是不会出
错的，如果王女士没去过，可能需要
重新核查她的信息。随后，“工作人
员”将电话转接给“北京公安局的民
警”。

“民警”以远程办案为由，让王女
士下载一个聊天软件与其进行视频
通话。王女士开启视频通话后，看到
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该男子表
示，王女士涉嫌一宗特大案件，现要
对其进行逮捕及冻结银行账户。

王女士连忙表示自己一直奉公
守法，没有犯罪。

然而，对方以证实清白为由，让
王女士配合调查，但需要先关闭手机
的信息接收功能，并将电话转接到了

“检察院”。随后，一名自称是“检察
长”的人开始询问王女士名下的银行
卡使用情况及余额，并称要对她进行

“账户清查”。

当王女士听到对方要求自己输
入银行卡验证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
不对劲，怀疑自己遇到了骗子。她没
理会对方的威胁，果断挂断电话并重
新开启手机信息接收功能，这时发现
香洲区反诈民警邓警官给她连续发
送多条劝阻信息：告诉她那些都是诈
骗电话，千万不要转账。

由于王女士及时警觉，才有效避
免了财产损失。

此类案件中，骗子冒充疫情防控
工作人员与受骗人取得联系，告知受
骗人可能是涉疫密接人员，或是涉嫌
散布谣言，或是其他的违法犯罪行
为。在受骗人明确表示无上述情况
后，骗子谎称受骗人个人信息可能被
泄露，要为他们转接当地公安机关。

电话转接至假冒的公安机关电
话后，再由同伙假扮民警，以受骗人
个人信息被泄露、涉嫌洗钱案等为
由，诱导受骗人下载各种聊天软件，
进行视频通话，或下载安装短信拦截
软件，通过屏幕共享套取银行卡支付
密码，诱导受骗人完成转账汇款，实
施诈骗。

珠海公安提醒，市民如果接到此
类借防疫为名实则转接某地“公检
法”要求配合调查的电话，一定要注
意核实清楚，不要被对方牵着鼻子
走。有疑问可以去辖区派出所咨询，
尤其是涉及银行卡信息资料，如验证
码、密码之类的，千万不要泄露给任
何人。

女子遭遇谎称防疫调查的电信诈骗
民警提醒市民接到类似电话要核实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 通讯员许
嘉伟报道：面对珠海市本轮疫情，连
日来，珠海边检总站湾仔边检站全体
民辅警抓好疫情防控，在全力确保口
岸通关顺畅的同时，积极协助属地政
府完成海上渔船渔民疫情防控工作，
以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细抗疫各
项工作，让警徽在疫情防控一线熠熠
生辉。

7月14日，湾仔边检站接珠海市、
香洲区有关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通
知，湾仔辖区所有具备动力的渔船（含
辅助船）一律开往洪湾中心渔港靠岸
停航，渔船上的国内渔民、渔工需随船
前往，由洪湾中心渔港统一实施防疫
管控。接获通知后，该站迅速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安排专人与湾仔街道办、
渔政大队沟通联系，就防疫要求、航行
路线、应急处置等方面研究制订专项
勤务方案，确保留守渔船渔民安全高
效开往洪湾中心渔港。

据了解，因受疫情以来涉海管控

等因素影响，留守渔民的核酸检测一
直难以实施，为配合做好属地全员核
酸检测工作，湾仔街道办事处计划于

14日上午10时安排医护人员乘坐执
法公务艇从湾仔码头出发，前往留守
渔船所在水域登船为渔民进行核酸采

样。得知情况后，该站立即安排专人
提前做好进入湾仔码头执勤点工作人
员的信息核查，并安排警力穿戴全副
防护用具随船出海，妥善做好核酸采
样工作人员通行手续、水域安全警戒
监护工作。在民警与工作人员的通力
协作下，20名留守渔民核酸采样工作
顺利完成，为下一步的渔船移泊洪湾
中心渔港提供了防疫安全保证。

7月 15 日，6艘渔船、20名留守
船员分三批随湾仔边检站与渔政部
门的公务船艇一同驶往洪湾中心渔
港，每艘渔船进入洪湾中心渔港前，
该站民警已提前对船舶信息、船员信
息、航行轨迹等进行核查，在渔船靠
泊后民警第一时间到港监护，并开展
相关法律法规和防疫知识宣讲，督促
船方加强自身监管，严禁私自出入
境，严格落实各项防疫举措。截至当
天15时 30分，留守渔船渔民已全部
抵达洪湾中心渔港靠港停泊接受统
一监管。

湾仔边检站抓实抓细抗疫各项工作

为留守渔船渔民移泊护航

边检民警引导留守渔船前往洪湾中心渔港。 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许嘉伟 摄

本报讯 记者何进 李东捷报道：
连日来，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头顶烈
日，不辞辛劳、不惧高温，始终坚守在
抗疫一线开展防控工作。7月16日
12时，珠海最高气温达到34℃，阵阵
热浪扑面而来，在香洲区水湾路交情
侣路路口，蓝色帐篷和警戒线十分醒
目，这里已经被“铁马”围了起来，所围
区域为低风险区，除持有通行证的疫
情防控、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物资保
障等车辆及人员外，其他只进不出。

沿着封控点一圈巡逻下来，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拱北大队二中队中队

长张建华早已汗流浃背，白色的警帽
上一大圈汗渍，但他的腰杆依然笔
直。“我们的值班岗采取轮班制，每个
班次8个小时，保证24小时有民警守
这里，天气虽然热，但我们能坚持，所
有人都没有怨言。”

为减少交通管制区车辆、人员流
动带来的疫情防控风险，我市公安、交
警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分别在附近各出
入口设立了执勤点。值守在管控区域
外围的工作人员严格对进出车辆进行
通行证检查，防止各类人员在该区域
流动。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烈日下认真执勤

做好管控区域人员流动管理

驻守管控区域的民警杨波明在烈日下安装铁马。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徐小兵（中）协调物业公司开展防疫工作。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