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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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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7日讯（记者张磊）在 17日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据通
过视频连线方式参加发布会的齐齐哈尔
一级巡视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
长刘艳芳介绍，昂昂溪区第 1轮核酸检
测已经结束，1月 20日将开展第 2轮核
酸检测；大五福玛村已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2轮，18日开展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
针对此次疫情，齐齐哈尔市第一时

间启动了应急预案，本着快速、细致、深
入的原则，同步开展排查流调工作。目
前已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564人，密切接
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933人，已全部纳入
隔离管控。

疫情发生以来，该市立即启动了16个
县（市）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共设置了7036
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完成核酸采样3194697
人份，已出结果2897364人份均为阴性。

齐齐哈尔将以“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严防输出”为重点，压实四方责任，继
续落实五有一网格要求，进一步落实好

“十个第一时间”要求，快速精准做好流
调排查，确保不留死角和盲区；加快核酸
检测排查，全面提高检测效率；加强农村
疫情防控工作，严控聚集性活动；做好风
险人员的管控，做到应隔尽隔；强化重点
场所和重点人群的管控；加强督导检查
和宣传引导，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齐齐哈尔大五福玛村开始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

本报 17日讯（记者张磊）17 日 16
时，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全省疫情
防控工作第五十八场新闻发布会上，
绥化市委常委、副市长董文琴介绍了
核酸检测的进展：望奎县第二轮检测

拟 18日出结果；全市全员检测工作最
晚 18日全部结束。

据介绍，截至 17 日上午 8：30，全
市第一轮核酸检测已经全部完成采
样，其中已检测 3100905 人，已经检测

出结果的达到 2460939 人，占应检总
数 的 74.07% 。 望 奎 县 第 一 轮 检 测
253704 人已经全部出了结果；第二轮
检测也完成采样 227264 人，占总量的
89.23%，已经检测出结果的有 51738

人。
对已经完成采样的兰西、绥棱，绥

化市也迅速将力量调配给望奎、北林、
安达。同时，全力扩大检测能力，检测
机构扩大到 35家。

绥化市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今日全部结束

我省单日核酸检测能力达42万人份

三口之家陷入困境

2012年冬天，45岁的康庆华
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
故，造成肋骨、膝盖及腿部多处骨
折，在医院治疗月余欠下外债3万
元。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3年夏
季，一场罕见的水灾将康庆华家
赖以生存的玉米地浸泡多日，造
成玉米大面积倒秆几乎绝产，秋
后收获的玉米仅仅卖了 6000 元
钱，还不够种子、农药和化肥的投
入。上初中的儿子还要缴纳学杂
费用，全家人生活捉襟见肘，康家
因此成为村里贫困户。

2014年，不甘贫困的康庆华
在亲朋的帮助下，在自家院子里
建起了简易猪舍，赊购1头种猪和

6只仔猪养了起来。怎奈那几年
猪市低迷、行情不好，再加上缺乏
养殖技术和科学防疫知识，养猪
三年一算账，不但没挣到钱还赔
了钱。

“拔穷根”发家致富

2018年夏天，正当康庆华和
妻子“挺不下去”准备放弃养猪的
时候，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队长
葛海涛和村委会成员来到他家，
坐在他家的炕头上详细了解生产
经营情况，共同探讨养猪三年而
不赚钱的“病根”。

谈话间，康庆华紧锁的愁眉
舒展许多，下定决心要在驻村干
部的包扶下坚持创业，扭转窘困
状况。

“创业资金我来想办法，技术

我来找人帮！”葛海涛拍拍胸脯向
康庆华打下“保票”。他多次往返
县乡，在农村信用社帮康庆华贷
款5万元，康庆华渡过了无钱购买
饲料难关。

工作队请来县畜牧局专业技
术人员，手把手传授康庆华配种、
防疫等“秘籍”。葛海涛帮助报名
并让康庆华参加县里新型职业农
民技术培训班，使其掌握了生猪
饲养技术：定期搞好驱虫和免疫
注射；采取高密度养猪，肥猪争抢
吃食，吃饱则睡，爱长肉，增重快，
减少饲养费用；饲料配方要随着
市场价格、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以
满足肥猪生长需要……

康庆华把这些“真经”都记录
在小本本上，并经常打电话向专
家咨询求教，养猪技术日臻成熟。

猪群壮大了，猪舍也要“扩

容”。2018年康庆华筹集资金大
展宏图，将宅基地房屋改造成 4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化猪舍。

2019年春节期间猪价持续飙
升，康庆华售卖一批肥猪，毛收入
达 30余万元，纯收入 10万余元，
一举脱贫并甩掉了穷帽子，不仅
还完外债，还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2019年底，康庆华销售肥猪
收入 70 余万元，纯收入 23 万余
元。还给大学毕业后在哈尔滨工
作的儿子缴纳了购房首付款，全
家人日子过得更有奔头了。

“猪司令”帮贫带富

2020年上半年，康庆华又引
进优质品种精心喂养。目前已存
栏养殖种猪、育肥猪、仔猪211头，
出栏肥猪 220 头，成为响当当的

“猪司令”。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40余万元，纯收入达 45万余元。
近两年实现销售收入200余万元，
纯收入近70万元。

他牢记工作队“致富后要和
乡亲抱团取暖”的叮嘱，来到村里
贫困户尹鹏飞家里，主动赊给他 5
只仔猪让其育肥，悉心传授养殖
技术，育肥后还帮助销售。2020
年又赊给他6头后备母猪，助其增
收万余元。此外，康庆华的猪场
优先安排村里贫困户张本金、刘
庆国、刘俊文、康庆峰等人从事粉
碎饲料和喂养、清理粪肥等工作，
长短工结合提供就业帮扶，每人
每天收入近百元。

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到养猪
致富带贫示范户，以先创业带动
后创业、以先致富带动再就业，康
庆华走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康庆华 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到致富带头人

□文/摄 黄晓慧 本报记者 文天心 潘宏宇

勃利县吉兴乡团山村贫困户康庆华在勃利县人社局驻村扶贫工
作队的扶持下，发展庭院养猪创业，不仅快速脱贫致富发“猪”财，还带
动村民尹鹏飞养猪增收，被当地人誉为“最美脱贫示范户”。

□文/摄 杨立军
本报记者 刘亿服

完善疫情台账和个人健康档案，
对各个角落进行无死角地毯式排查，
展开辖区街道和商户的疫情防控指
导，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管理……这
是连日来佳木斯基层网格员的日常工
作节奏，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长经常达
到12小时以上。

今年 51岁的马佳龙是佳木斯市
郊区红旗街道勤政社区居委会副主
任兼专职网格员。马佳龙和同事们
对辖区居民进行全面摸排，准确落实
到每栋楼、每个单元、每一户。同时，
利用户卡对在外上学的大学生和务
工人员，进行电话询问登记，全面掌
握乘坐车次、返回日期、计划何时返
回等信息。

“因为已经接近春节了，外出务工
人员以及放假的学生还有出外旅游的
人，可能要陆陆续续地回来。”马佳龙说，

“现在疫情一天一个样，我们网格员必须
担起责任。”

王伟是郊区友谊街道办荣军社区
的居委会主任，同时也是一名网格
员。从今年的1月1日开始，她与其他
网格员一样，放弃了元旦的假期，回到
社区进行新一轮疫情防控排查。王伟
的辖区内有 25栋楼宇和三十几户平
房，她每天都要电话约访或者上门实
地走访，对人员的往来情况进行全面
摸排。她说：“我们每天到社区，第一
件事儿就是摸清外返人员情况，然后
测体温、走访重点户、督查商户。我感
觉这个工作特别有意义。”

通过走访和沟通，网格员们和居

民早已相互熟悉，无论是居民还是商
户，大家都会积极配合。而正是这样
相互的理解和支持，让社区疫情防控
更加稳妥从容、有序进行。

“春节即将来临，我们社区的全体
工作人员，要更加严格地对辖区内的
外返人员进行排查，在岗位上坚守，战
胜疫情。”王伟说。

6、我曾经去过中风险地区怎
么办？

如果近期 14天内曾经去过中
高风险地区，应当立即主动向当地

社区（村屯）、单位（宾馆）报告个人
信息，并做好个人防护。并积极配
合当地做好医学观察、核酸检测等
各项防控措施。

防范风险大排查

佳木斯“网格员”在行动

网格员上门排查。

省疾控中心权威解答

本报讯（记者霍营）可以出门买菜吗？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吗？冷链食品
能否购买……眼下，伴随着各地风险等级的调整，我省进入应急状态，针对很
多居民产生的疑问，黑龙江省疾控中心日前进行了权威解答。

1、我还可以出门买菜吗？
答：我省已进入应急状态，

低风险地区可以出门买菜，但应
减少次数，尽量一次采购多日所
需食物。避免去人多拥挤密闭
场所。到人多密集场所注意与

他人保持至少 1 米以上社交安
全距离，做好戴口罩等个人防
护。客流较多时，要有序排队等
候，避免人员拥挤。中、高风险
地区需按照所在地区防控要求
进行管理。

2、我还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吗？

答：我省已进入应急状态，低
风险地区可以乘坐交通工具，应减
少不必要的出行，乘坐交通工具的
同时应注意与他人保持社交安全
距离，做好戴口罩等个人防护。咳

嗽、打喷嚏时用肘部或纸巾遮掩。
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
好后弃置于垃圾箱内。乘坐后应
做好个人卫生，清洁双手前不要用
手触碰口、眼、鼻。中、高风险地区
需按照所在地区防控要求进行管
理。

3、我需要做核酸检测吗？
答：排查范围外的居民可根据

自身情况和意愿自主进行核酸检

测。排查范围内的居民应听从社
区安排，按照社区通知的时间地点
进行核酸检测。

4、低风险地区还可以逛街、跟
朋友聚会吗？

答：我省已进入应急状态，应

主动做到不聚集，不跨区域活动，
减少非必要外出。避免去人多拥
挤密闭场所。

5、冷链食品还能购买吗？
答：谨慎购买、加工和食用进

口冷鲜食品。购买冷链食品时选
择正规渠道，要查验“冷链食品溯
源码”，不要通过网络等其他渠道

采购来源不清的进口冷链食品，尽
量购买和食用本地新鲜肉类、水产
品等。确需购买时尽量选择独立
封闭包装食品，规范佩戴口罩和一
次性手套。

（上接第一版）第一时间全力开展患
者救治。按照“四集中”原则，由省级医
疗救治、院感防控、实验室质控专家组
50余人和地方医务人员共同开展应急
救治，紧急调集新冠肺炎康复期血浆、免
疫球蛋白、ECMO等药品、设备支援绥
化市救治工作。

目前，本轮疫情的1例危重病例和7例
重症病例病情稳定，其他患者病情平稳。

同时，将确诊病例收治在绥化市第一
医院，配置最精干力量集中救治。将轻型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集中到省传染

病医院和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集中收治。
强化对绥化对口支援。建立哈尔

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市对
绥化市有疫情县市区的对口支援机制，
已从省疾控中心抽调流调人员 100人，
从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和省属医
院组成的五支驰援绥化核酸采样队伍
1000余人，派出移动核酸检测车2台、负
压救护车 10台、普通救护车 5台等设施
设备，紧急赶赴绥化市支持医疗救治、流
调排查和核酸检测工作。

下一步，我省拟在四方面进行部署，

首先是继续加大对绥化工作力量的支
持、保障力度。及时根据绥化市疫情防
控形势，继续强化对口支援力度，选派省
级和有关市地医疗、流调和检测方面专
家、技术人员支援绥化，全面提升绥化市
救治、流调和检测水平。其次是重点强
化农村疫情防控。制定“严七条”，严禁
举办各类庆典、宗教、促销、娱乐性聚集
活动，倡导少走亲访友、少串门、少扎堆、
不聚餐，严禁大办婚丧嫁娶，倡导文明节
庆新风、“喜事缓办、丧事简办”，严格返
乡人员、外来人员管理，全面实行登记备

案管理，进行健康监测等。同时，加强督
查与整改。针对国家指导组提出的问题
和建议，组织对全省13个市地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大督查，督促各地及时对照差
距、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全面提升全省
疫情防控水平。

持续提高全省应急处置能力。按照
国家确定的标准，迅速填平补齐人员、物
资、设备缺口，全面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强化对抗疫一线人员保障，提供充足的
防护物资、保温帐篷等。保证市场商品
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稳价保供。

康庆华看着猪舍里肥壮的猪仔康庆华看着猪舍里肥壮的猪仔，，乐得合不拢嘴乐得合不拢嘴。。

来自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第五十八场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病毒不是能自活的，必须
寄存共生在生物体中，为了自身
的延续，它会加强传染性，增加
自己的播撒能力，但毒性会渐渐
变弱，以达到共生延续的目的。”
据了解，对于近期出现在绥芬
河、东宁、黑河包括望奎的疫情
病毒，省疾控中心都进行了全基
因测序和溯源，望奎病毒毒株与
大连高度同源。

“病毒的变异太快，即使是
同源的，也处在不同的进化分支
上。”许军说，之所以采取咽拭子
提取样本的方式进行核酸检测，
主要是血清提取的病毒血征期
非常非常短。

“因为是呼吸道病毒，传染
性极强，空气、飞沫、气溶胶、皮
肤接触，甚至是消化道的粪口途
径，包括鞋底的携带并最终污染
环境导致发病。”许所长提醒，一
定要注意个人防护，保持良好的
卫生习惯最重要。

制造负压的空气泵轻轻地嗡嗡声和监
测设备固定频率的嘀嘀声，交织在偌大的体
育馆内。6个白色的方舱检测实验室有序排
列，检测人员穿着蓝色的防护服不时匆匆穿
行其间。

作为省内两大公共检测平台之一，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抽调的42人专业检测团队在此
三班轮倒、24小时不停歇地进行核酸检测。当
日，望奎第二轮核酸检测即将完成，这里正承
担着高风险区样本的检测职能。如有样本检
出阳性，还要进行复核，确保结果严谨。

“3个负压PCR实验室作为最危险的核
酸提取区，全方舱共有 30台PCR荧光定量
分析仪，6台核酸提取仪。”

许军，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毒理所所
长，自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投用以来，就没
离开过这里，已经一个昼夜。“这里的任务量
是日检单管要达到1万人份。”他告诉记者。

“最危险的步骤就是样本的
处理与核酸提取，被样本污染或
泼溅。”谈及核酸检测，难掩疲惫
的许军思维清晰。

在这里，功能区的划分十分
科学。负压实验室的投用，使所
有危险的操作，都在生物安全柜
里进行，确保不让生物物质外
逸。后期更有生物样本的高温高
压灭活及每天的氯质消杀，确保
环境洁净。PCR实验室更加强
了过氧化氢的消毒，接送样本时，
也要对物表进行酒精消毒。

“国家对新冠疫情是按甲类
传染病防控的，它的生物安全就
特别的重要，移动的负压实验室
既满足了生物安全的考量，也满
足了机动快速度反应的要求。”

□本报记者 张磊

17日12时许，望奎大雪漫天，寂静的街道上不时飞驰而过一台防疫车
辆。位于东胜街道广场社区的7号核酸检测采集点，也就是这个小城的体育
馆里，一夜之间建成的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已经不眠不休地正式投用了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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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不休不眠不休 科学有序科学有序
记者探营望奎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

设在望奎县体育馆内的移动方舱检测设在望奎县体育馆内的移动方舱检测
实验室实验室。。 据新华社发据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在方舱检测实验室里进行工作人员在方舱检测实验室里进行
检测工作检测工作。。 据新华社发据新华社发

检测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检测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磊张磊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