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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我县
不少退役军人主动投身到高速路口、省
道、城乡疫情防控工作中，他们不讲条
件，勇于担当，用行动彰显退役军人本
色，用奉献守卫群众健康，成为疫情防
控前沿一道独特的“橄榄绿”风景。

洋通高速如东东收费站是我县货
车高速专用出口之一，是疫情“外防输
入”工作的关键，此处来往货车多，通
行等待时间长，人员情况复杂。退役
军人周晶晶主动请缨，承担如东东高
速卡口的执勤工作。这天上午，记者

见到周晶晶时，他身着防护服，骑着巡
查车，冒雨往返于信息登记处和卡口
放行点之间。“我们今天这一班是从早
上8点到下午4点，主要负责核验货车
司机的电子通行证、行驶证，登记驾驶
员信息，然后引导他们有序去做核酸
检测，等核酸结果出来后，再给他们的
车辆贴上封条。”为了保证车辆及时通
行，周晶晶总是第一时间将驾驶员的
行驶证送到放行卡口，“驾驶员们也挺
不容易的，只要我快一点，他们就能早
点出发，减少等待的时间，也能避免高

速停车场的拥堵。”
周晶晶曾在西藏服役 12年，是一

位有着15年党龄的退役军人。这一轮
疫情发生以来，他先后担任核酸检测场
所点位长、全民核酸检测标本运送员、
如东东高速卡口马塘组组长。“我是从
西藏退役的，我去的时候我们班长就和
我们说要传承老西藏精神，老西藏精神
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无论
是村居的“敲门行动”，镇上的核酸检
测，还是通如桥的卡口执勤，处处有他
奔忙的身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
役不褪色”的军人本色。

同样“退役不褪色”的老兵还有去
年刚转业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徐亚
军。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他主动请
战，“全副武装”加入省道228、255、334
的卡口执勤中。执勤期间，徐亚军一刻

也不停歇，查验来往车辆人员的二码以
及 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引导车辆有
序通行。为了提高通行效率，他尽量减
少喝水，吃饭也是轮着吃。“比起部队的
锤炼，这不算什么，只要坚持，我们一定
能够战胜疫情。”一天下来，徐亚军脱下
防护服，衣服都已粘在身上。“在执勤强
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他还不忘本职工
作，有时候值完班还到科室来加班工
作，真正体现了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不怕
吃苦、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提到徐亚
军，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科科长
欧海涛连连赞叹。

记者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
到，目前全县有 1600多名退役军人参
与到各卡口执勤，同心战“疫”，用担当
和坚守彰显退役军人的初心和使命，
用满腔赤诚和英勇无畏筑起一道疫情
防控的铜墙铁壁。

“橄榄绿”“疫”线奔忙

我县1600多名退役军人坚守一线
□ 全媒体记者 姜红 王芊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慧
李晨逸）为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发挥核酸检测“哨点”作用，
满足广大居民“愿检尽检”的需
求，县卫健委有序推进我县便民
核酸检测点设置工作，结合区域
人口密度、地缘交通、检测需求等
打造 15分钟“便民核酸采样服务
圈”，为居民提供就近、便捷、安
全、常态的核酸检测服务。

在县农贸中心市场核酸采样
点，居民们像往常一样有序排队，
保持“两米”距离。走到队伍尽
头，记者注意到，原先硬件条件较
差、设施简陋的采样点“不见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占地仅需
6平方米的“5G便民核酸采样驿
站”，门楣处“如东健康小屋”六个
大字格外亮眼。“这是核酸检测
站，是今天刚刚投入使用的，相信
会为我们社区核酸检测和防疫工
作带来极大的帮助。”朝阳社区党
总支副书记郭可之满心欢喜地向
记者分享着身旁这个高科技产
物，“作为固定核酸检测点，将为
社区日常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居
民朋友们带来很大便利。”

“小屋”虽小，但“五脏”俱全，
里面不仅设有空调、通风系统、紫
外线环境消杀等设备，同时分设

“医废”区、样本区，并配有两个采

样窗口。一直服务在核酸检测点
的医护人员周兵今天正式搬进了

“新家”，环境大变样，心里更是百
感交集，“里面有空调，再也不用
担心大夏天热得喘不上气，汗流
浃背了。工作环境变得舒适了，
我们更加没有理由松懈，定会不
负众望，守好岗，尽好职，坚守在
防疫一线。”“健康小屋”在改善医
护人员工作环境的同时，还可以
通过数字化平台远程查看采样信
息以及各采样点的工作情况，极
大提高了核酸检测的效率。

走进江苏海宝电池科技有限
公司厂区内，远远看到一辆公交车
停在路边，工人们有序排列在两侧
进行核酸检测。记者了解到，这辆
公交车在经过改装后作为移动式
核酸采样车使用，目前全县初步配
备了10辆，主要用于建筑工地等随
机人流量大的非长期区域。据悉，
我县将以固定采样点、便民采样
点、流动采样点三种方式布局，在
全县范围内设置 272个便民采样
点。其中，全县各村居计划改造
225处固定核酸采样点，目前已完
成152处，同时计划在县城各大广
场或超市、镇区街道、县城学校以
及重大项目厂区周边新建37处便
民采样点，为广大居民提供“家门
口”的核酸检测服务。

我县拟设置272个便民采样点
打造15分钟“便民核酸采样服务圈”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文明城市你抹黑你抹黑
时间：2022 年 5

月 10日中午 12点左
右

地点：县城时代
广场北面商业步行街

现象：垃圾不入
桶，随意扔在路面，环
境脏乱差

全媒体记者 摄

一袭白衣一顶燕帽，他们是生命
的守护天使。从晨曦微露到夜深人
静，从热闹的门诊到寂静的病房，他们
守护着生命之灯。第 111个国际护士
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近县人民医院护
理团队，见证疫情之下的美丽坚守。

对于县人民医院护理团队的护士
们来说，护士节这天依然是忙碌的工
作日。和往常稍有不同的是，她们中
间的 30多人刚刚完成一个多月的援
通核酸采样任务，对护士这份职业有
了更深的体悟。

受县卫健委委任，县人民医院四
病区副主任护师李洪琴率领如东团队
前后驰援南通市崇川区、海门区和启
东市核酸采样任务。她告诉记者，最

难忘的一次，是在南通大学啬园小区
采样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在通大
医学院部分师生的支持下，如东团队
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任务。“采样完结
束的时候是凌晨 0:20分，我们是在微
弱的路灯下给学生们采样。在此过程
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感谢’‘你们辛
苦了’‘谢谢你们’，真的是热泪盈眶。”

核酸采样任务面广、量大，参与采
样的团队成员有时需要上门采样。很
多护士对居民小区的地形不熟悉，不
免走冤枉路，但依然以高度的责任感
克服疲惫，做到不落一人。长时间在
负压环境想工作，一些人会发生中暑、
精力透支等状况。在采样过程中，少
部分居民因采咽后壁导致不适，也会

出语伤人。“一些年纪大的人不太会配
合，还有的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
做得这么规范，采样棒捅得很深，这些
都需要解释。比日常的工作需要更多
的耐心、更多的毅力。”县人民医院护
士刘菁菁说。

在核酸采样过程中，不仅要付出
辛苦，更要承担风险，此时考验的就是
一只护理团队日常建立的工作标准。
在通大采样时，护士缪亚楠采集到一
位阴转阳人员，接到通知接受闭环管
理。“闭环管理的三天时间内，她的核
酸检测报告一直是阴性，后来受到市
疾控中心专家的肯定，说她在采样的
过程中二级防护做得非常到位，这说
明我们的工作标准执行得很好，在关
键时刻”。李洪琴说。

医疗离不开护理，医疗界素有“三
分治疗，七分护理”的说法。回归日常
工作，县人民医院的护士们依然每天在
护士台、配药间、病房之间穿梭忙碌。
无论是对抗疾病的痛苦，还是构筑抗疫

的屏障，她们所做的事情很琐碎，但与
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息息相关。刘
菁菁从事护理工作已逾十年，对于这份
职业，她这样理解：“提灯天使南丁格尔
说过一句话，能成为护士，是因为上帝
的召唤，因为人是宝贵的。能够照顾
人，使他康复，是一件神圣的工作。”患
者家属赵连红的女儿也从事护士行业，
护士们的日常工作她都看在眼里。“我
知道护士这一行是真的辛苦，需要时时
刻刻观察病人的一切。岁岁年年这样
的坚守不容易，感谢他们的付出。”

采访时，县人民医院普外科护士
给记者看了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护士
节这天，一名出院的患者用手机送来
一首七言诗，感谢护士们的辛勤付出，
让她们十分欣慰。正如《中国护士之
歌》中所歌唱的，“柔情的双手，迎接生
命的希望。温馨的话语，呼唤健康在
起航。轻盈的脚步，驱散病痛的阴
霾。”在每一位患者熟睡的梦里，护士
们就是那片最宁静的月光。

县人民医院护理团队

疫情之下的美丽坚守
□ 全媒体记者 陆昊 李晨逸

9日上午，位于双甸镇石甸社
区的如东县希望农地股份合作社
一片繁忙，社员们正抓住晴好天
气播种育秧。

双甸镇石甸社区是全县“三个
全覆盖”试点村之一，如东县希望
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由村“两委”
发起成立，农户以“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入股，采取粮食集体种植
模式，农户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入股，合作社为社员实施分
红。记者来到希望农地股份合作
社的育秧场时，合作社理事长吴曙
春正利用休息时间与大家谈论今
年的耕作计划。今年，合作社育秧
的时间比往年要提早接近10天，谈
及原因，吴曙春说，一方面是关注
到天气预报，本月下旬可能有连续
阴雨，另一方面是为了提早准备，
把握农时，以便提高产量。

在育秧现场，好几名社员围
着一台自动摆盘机忙活着。有的
倒土，有的填盘，有的覆土，分工
有序。这台自动摆盘机是合作社
社员祝华今年花 1 万多元购置

的，由电瓶带动，静音又小巧，合
作社有偿租用。合作社越来越壮
大，根据效率问题，还是买个新的
好。祝华说，这台机器无噪声无
污染，秧摆得又齐，大家都稀罕，
成了育秧场上的“明星”。

合作社今年的育秧面积约50
亩，目前流转土地面积达5000亩，
比去年又增加了1000多亩。今年
合作社种植的主要品种为南粳
5055，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超级稻
品种。吴曙春说，和以往多品种种
植相比，单一品种是为了方便合作
社向大米加工进军。“去年下半年合
作社建成了大米生产线，还注册了

‘双甸味稻’‘食家甸’两个品牌”。
合作社在积极引导群众以土

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同时，还吸
引村民到合作社务工，拓宽增收
渠道，受到了村民的欢迎。75岁
的朱祥盛就是受益人之一。“田不
撂荒，拿着流转费，我在这里打零
工，一年还能赚好几千，心情愉快
得很！”朱祥盛一边围着摆盘机忙
活，一边高兴地说。

希望农地合作社：

“土地入股”育秧忙
□ 全媒体记者 陆昊 钱海军 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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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自 5 月 12 日起，进一
步降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
格，单人单检价格由 28 元/次
降低至 20 元/次（含试剂等耗
材），混采检测价格由 8 元/人
次降低至4元/人次（含试剂等
耗材），调整后价格为公立医
疗机构最高指导价，医保支付
类别仍按原规定执行。

截至目前，我县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价格已经实现 6 连
降，有效降低了大规模核酸筛
查和高频率检测的成本，更好
地适应了疫情防控常态化要
求，减轻了群众负担。同时，
省医保局已根据国内最新价
格同步开展核酸检测试剂、提
取试剂等耗材联动限价挂网，
进一步降低检测耗材采购成
本。全媒体记者 高玉霞 吕
二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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