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周霄

昨天早上8点，孙珍荣上班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小区防疫服务
点，手上拿着的小喇叭循环播放防
疫知识。随着凤山社区防疫工作层
层推进，他已数次更新小喇叭的播
放内容，结合每日巡查，将防疫知
识送达5000余户居民家中。

孙珍荣是凤山街道凤山社区党
委书记、社区主任。1月22日以
来，他带领社区12人服务团队，

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的防疫要求，日夜坚守在小区服务
一线，遇到急事、难事，他总是冲
锋在前，想方设法织密社区“防疫
网”，守护广大居民生命健康安全。
2月3日，根据凤山街道疫情防控
工作统一部署，凤山社区须立即落
实封闭式管理。相较于大型小区，
路边零散的住宅更难管理，比如凤
山新村360弄，里面有两幢房子，
18户居民共用一个出入通道。当
晚，孙珍荣联系弄堂里的居民小组
长，建议立即修缮出入通道口的老
旧铁门，为小区安全增添一份保
障。该方案立即得到弄堂居民的赞
成，在辖区热心志愿者的帮助下，
两天后，崭新的通道门安装完毕，
通道口出入管控事项也随之落实。

至此，凤山社区10个住宅片区全
部实现封闭式管理。

服务居家隔离人员、引导居民
丧事简办、管理深夜返姚租客……
40多天来，孙珍荣的贴心服务时
刻在线，哪怕接到深夜来电，他也
及时回应。2月29日，孙珍荣获
悉一居民家中有老人过世，且已有
亲友赶来欲筹备丧事。疫情期间应
避免人群聚集，孙珍荣立即赶往现
场，送去口罩等防疫物资，反复叮
嘱丧事简办，并帮忙咨询民政部
门。次日清晨，孙珍荣一早赶往该
居民所在小区的防疫服务点，确认
丧事已简办完毕后，才稍稍松了口
气。

根据辖区老小区、安置小区的
实际情况，孙珍荣及时组建“姚·先

锋”防疫志愿服务队，辖区150余名
党员积极参与，充分保障小区防疫
24小时值守力量；创新推出房屋出
租情况平面示意图，在294个楼道
张贴，动员全体居民共同监督；增
设社区延时服务，为夜间抵姚的外
来人员提供相关办证服务等。作为
社区防控一线工作者，孙珍荣还时
刻关注着防疫最新政策，不仅自己
学深学透，还将最新政策在各防疫
服务点及时落地，更好地为居民服
务。

这几天，不时有居民从境外返
姚。从对接信息解答政策，到落实
居家观察服务等，孙珍荣的工作愈
发忙碌。“防控疫情，一刻不能松
懈。”孙珍荣是这么说的，也是这
么做的。

孙珍荣：织密社区“防疫网”

■本报记者 张云霞

老张今年55岁，从事液化气
罐配送工作。3 月 5 日下午 5 点
多，正值下班高峰期，老张到兰江
街道一老小区送液化气罐，因小区
住户催得急，他急着要进入小区，
被卡口值守人员拦住，叫其等候检
查，出示“绿码”、测量体温，但
性急的老张却不顾阻拦，执意要进
去，与卡口人员发生冲突，还动了
手。当晚，市公安局兰江派出所快
速对这一纠纷进行调解，圆满解决
此事。

与老张发生冲突的人是该小区
的物业主任老陈。“我当时在小区
防疫卡口帮忙，一个送液化气罐的
人骑着电动三轮车要进入小区，因
为当时卡口有其他车辆在排队检

查，他想直接进入小区。”老陈
说，他发现情况后，马上叫住对
方，让其接受检查。

“他说小区里有户住户急着要
用液化气，我说那也不行，他说自
己有‘绿码’，我说就算有‘绿码’，也
要测过体温后才能进，要么让小区
里的人自己出来拿液化气罐。”老
陈说，对方又启动电动三轮车准备
进入小区，他一把拉住了对方的
车。“他下了车，开始骂人，我抓
住他的衣服，他一拳打在我鼻子
上，后来又朝我脸上打了两拳。”
随后，两人被旁人拉开。老陈的鼻
子被打出血，报了警。

接警后，兰江派出所民警马上
赶到现场处置，将两人带到派出
所。在派出所里，老张说，他当时
接到该小区一住户电话，前去送液

化气罐，“当时我要进去的时候，
有个人叫我等着，我一直和他解
释，该住户很着急，打电话在催
我。但他不肯放行，一边拍我车子
一边还在说我，说的话很难听。”
老张说，自己的头部也被对方打了
几拳，头有点晕。

经派出所调解，双方都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向对方道歉。鉴于
老陈受了伤，老张一次性赔偿老陈
医药费等费用350元。

兰江派出所调解员黄文龙点
评：当前，因疫情防控需要，各小
区门口继续实行闭合式管理，人员
出示“绿码”或“甬行证”，经体
温测量正常后允许通行。在管理过
程中，个别市民因不理解这项工作
与卡口执勤人员发生矛盾的情况时
有发生。此案中，老张到小区里去

送液化气罐，应该配合卡口执勤人
员的管理工作，主动出示“绿码”
并接受体温检测。即使用户急着要
用液化气，老张也不应该以此为
由，强行进入小区。另一方面，卡
口执勤人员老陈在开展人员证件检
查、测量体温时，也要做好沟通解
释工作，争取居民支持。当前仍处
疫情防控的关键期，我们每个人都
要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才能
汇聚起强大的合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配送工进小区送液化气罐
与卡口值守人员发生冲突

■本报记者 仲坚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梁弄
分局关停查处一家涉嫌无证无照生
产加工豆制品的食品小作坊。

前不久，梁弄分局执法人员接
到群众举报：辖区某村庄每天凌晨
有人及三轮车频繁进出。在浙江省
宣布疫情防控一级响应期间，各地
实行封闭式管理，号召村民“居家
不出门”，为何还会有人频繁进
出？此事引起了执法人员的高度警
惕，他们立即赶赴现场。

该村偏僻处有一排独立的平
房。执法人员看到院子里停着几辆
三轮车，有几个人正在进行豆腐制
品的生产加工。而该加工场所设施
简陋，环境脏乱，磨豆浆机、炸
锅、塑料桶等设备布满污渍，散发
出阵阵腥臭。食品添加剂等材料随
意堆放在污水横流的地面上，一旁
一个看不清是什么材料的容器里还
浸泡着一桶黄豆。现场的工作人员
更是防控意识缺失，不仅未佩戴口
罩、手套，也拿不出健康体检证
明，且业主无法提供食品小作坊登

记证和营业执照等有效证明文件。
由此，执法人员判定，这是一家典
型的“黑作坊”，存在着极大的食
品安全隐患。

经查，因疫情期间实行交通管
制，菜场摊主外出进货不便，转而
向本地供货单位购进，拥有制作豆
腐手艺的黄某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
商机，便马上配备相关设备后开始
了生产加工，完全没有意识到在生
产加工前需要办理证照。此平房正
是黄某租来用作生产场地的。该作
坊每天能加工生产豆制品百余斤，

制好后全部销往本地菜场。在现
场，执法人员责令黄某立即停止生
产加工活动。

据悉，在该案件调查期间，黄
某积极主动配合并表达了继续生产
的意愿，愿意按要求尽快办理食品
小作坊登记证。因其原生产场地不
符合申领小作坊登记证的标准，梁
弄分局的执法人员正在帮其一起选
址、规划场地，助其尽快复产，以
满足本地的消费需求。目前，案件
的调查工作和小作坊登记证的办理
准备工作正在同时进行。

市场监管局梁弄分局

关停查处一家涉嫌无证无照食品小作坊

下沉一线
防控疫情

近日，市纪委、市监委先后组
织 22 名工作人员下沉到兰江街道
江南新城社区，分组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并向沿街店铺发放“新冠肺
炎防控企业复工”员工防护指南。

通讯员 赵琼摄

■本报记者 胡建东
通讯员 陆燕娜

“老人回到家后身体一切正
常，如果当时没有你们的帮助，我
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太谢谢
了！”3月2日，家住宁波海曙区望
春街道的吴先生专门打电话给市公
安局大隐派出所副所长倪金儿，激
动地表示感谢。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2月28
日上午，吴先生70多岁的父亲不
慎走失，直到晚上10点，老人依
然处于失踪状态。吴先生一家焦急
万分，向当地派出所报案，通过老
人身上的手机定位，发现老人在大
隐镇天下玉苑附近，于是他们紧急
赶到大隐派出所寻求帮助。疫情当
前，又是寒冷的深夜，情况十分紧
急。倪金儿在询问了相关情况和老
人的体貌特征后，立即组织值班民

警、协辅警、民防队员赶到天下玉
苑附近找寻，里里外外找了一个多
小时，还是没有找到。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位
民防队员向派出所反映，曾在云旱
村防疫卡口附近看见过类似的一位
老人。倪金儿马上联系云旱村党总
支书记洪湖，洪湖立即发动卡口执
勤志愿者一起寻找，当时已是深夜
12点，寒气逼人，加上老人平时
的精神状态又不是很好，搜寻小分
队人员抓紧时间，在村内的大路小
路、角角落落展开地毯式寻找。在
第二天凌晨1点左右，终于在该村
旱溪头自然村山脚下的一条小路上
找到了老人，“我们找到老人的时
候，他还推着自行车一个人在走，
好在人总算平安。”倪金儿说。找
到老人后，派出所第一时间向老人
家属报平安，并将老人送回了家
中。

海曙七旬老人走失
大隐警民携手寻回

本报讯（记者 胡瑾中） 日
前，由宁波市武术协会、余姚市体
育总会主办，余姚市武术协会承办
的宁波市“宏杰杯”居家武术健身
视频大赛”圆满结束。大赛从2月
20日开始，共收到121个团队和
个人传来的健身视频，包括南拳、
咏春拳、四明连环拳、五步拳、太
极拳剑等50多个项目，展示出丰
富多彩的居家锻炼内容。

本次比赛旨在倡导市民疫情期
间不出门少出门，不聚集少聚集，
自觉宅家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
参赛者根据自己的兴趣或特长按照
要求拍摄视频就能成功参赛。经组
委会专业裁判评审,最后评出武术
太极拳（木兰类）优秀奖18名、拼搏
奖34名。桩功类优秀奖1名、拼搏
奖2名。我市有7人获优秀奖，25
人获拼搏奖。

市武协承办宁波市
居家武术健身视频大赛

外地自驾来姚需要隔离
吗？

网友“*16149”：从贵州遵义
出发自驾到余姚后需不需要隔
离？

阳明街道：来自贵州遵义地
区的人员到姚后需要扫“甬行
码”，如果是“红码”需要集中
隔离，“黄码”需要居家健康观
察，“绿码”正常生活。

各大医院门诊开放了
吗？

网友“卉卉”：因为鱼刺卡
喉，我想去医院就诊，不知道医
院各门诊恢复正常否？

市人民医院：我院除急诊、
发热、肠道、手足外科门诊外，
门诊已实行全面实名预约分时段
就医，原则上不接受现场挂号、
取消诊间加号。近阶段原则上不
开展牙周超声洁治、牙齿种植植
入手术等治疗。

市妇幼保健院：我院妇科、
孕产保健、儿科、内科、外科、
眼科、耳鼻咽喉科、中医诊疗中
心、皮肤美容中心、疼痛科等普
通门诊已全面开放，逐步恢复专
家、专科门诊。口腔科部分诊治
项目、部分专家门诊开放。

余姚会规划新城建设
吗？

网友“NBZ”：宁波其他地
区都在建设新城融入大宁波中心
城，余姚有规划建设新城吗？有

没有打算在河姆渡镇建设新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余姚

有高铁新城、中意宁波生态园、
城西工业园区（光电小镇）、余
姚工业园区、浙江千人计划余姚
产业园等。城东新区、西南组团
等区块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已初具
规模。目前没有在河姆渡镇规划
新城。

学区咨询

网友“*123”：我想在城南
买房安家落户，“绿地”“蓝光”
等楼盘的销售员说，古路头村即
将建设一所实验二小分校，到时
候这几个楼盘的住户的孩子都可
以就读该分校。请问此消息是否
属实？学校什么时候开建？

市教育局：实验二小古路头
校区规划选址在中山南路西侧、
黄山东路北侧，目前正在筹建协
调中，计划2020年开工建设。
具体由梨洲街道负责实施。学校
学区划分尚在协调中。

地下车库归谁管？

网友“aiko”：阳明街道丰
南公寓小区地下车库归谁管？

阳明街道：属舜建集团管
理。 记者 张敏整理

送上“暖心姜茶”
近日，阳明街道中江社区党员志愿者们给防疫前线的工作人员送上热

气腾腾的姜茶。为感谢防疫前线的志愿者在战“疫”中舍小家为大家，为
居民筑牢了防疫墙，中江社区发起“暖心姜茶”行动。据悉，目前该社区
共送出100余份爱心姜茶。 通讯员 谢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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