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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徐旭 记者吕晓艳）13日，哈尔
滨市各医院纷纷发布最新就诊通知并同时实
施。在新的就诊通知下，市民挂号就医的情况
如何？当天，记者前往哈医大一院进行采访。

早上七点，记者看到，哈医大一院门诊的志
愿者已站好各自的岗位，为提前到院准备就诊的
患者进行“五检两清”、引导就诊等服务。门诊实
行预约挂号诊疗服务，取消陪诊，患者需扫描国务
院行程码、龙江健康码，持绿码方可进入安全通
道，测量体温后进入门诊大厅。老年及非智能手
机无法扫描行程码及健康码的患者，可走无码登
记专用通道，办理登记手续后，进入门诊大厅。

哈医大一院将流行病学调查由现场前置到
网上预约挂号前，并建立发热病人预检分诊处，
实行卡口及诊区双重流调。发热、红码、黄码、
行程码绿码（中高风险地区）患者需前往发热门
诊就诊。为避免交叉感染，将呼吸科门诊由门
诊楼内前置到门诊后院，有专门的独立通道、独
立的采血窗口和专用的方舱CT检查处，化验结
果及CT结果、胶片也在方舱内打印。

哈医大一院将核酸检测前置，重新设置挂
号就诊流程，患者不用到医院就能完成处方开
具和缴费事宜，按照核酸检测预约时间段检测
即可，通过手机发送检测结果。进入诊区要求
一医一患，门诊楼内外增强安保人员力量，志愿
者帮助老年人打印CT片。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志愿者服务队的指
导和导引，候诊室井然有序，患者隔行隔座等候
叫号，诊室内一医一患，患者有序采血检查。

哈医大一院多举措保患者就医 记者走访现场

患者隔行隔座等候就诊
志愿者帮老年人打印CT片

生 活 报 讯（记 者吕晓
艳）13日，记者从哈尔滨各
医院获悉，哈尔滨市第一医
院、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哈尔
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哈尔滨妇产
医院）等医院发布最新就诊
须知，要求扫描龙江健康
码 ，65岁以上老年人及没有
智能手机的患者走无健康码
患者专属通道。同时医院倡
导分时段预约诊疗，有序引
导患者错峰就诊。

据了解，哈尔滨市各医
院最新就诊须知要求，因受
疫情影响，请患者及家属进
入门诊时按照以下步骤，根
据工作人员的指导就诊：

第一步：扫描行程码，并
出示给工作人员。

第二步：扫描龙江健康
码，并出示给导诊护士，65岁
以上老年人及没有智能手机
的患者请走无健康码患者专
属通道。

第三步：体温检测。
第四步：请您出示身份

证、医保卡、老年卡、军官证、

户口、护照或其他能证明身
份信息的证件，协助流调人
员填写流行病学调查表。

各医院特别提示：
1、发热患者无需进入门

诊，请您直接到发热门诊进
行排查。

2、如果您的行程码显示
近期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或 2
个月内入境解除隔离人员，
请您提供3天内核酸检测阴
性报告。如无法提供核酸检
测报告，可在医院进行检测。

3、请您在候诊、就诊、缴
费、检查过程中注意个人防
护，全程佩戴口罩，与他人保
持1.5米以上安全距离。

4、诊室就诊实施“一医
一患一诊室”管理。

5、医院倡导非急诊患者
全面分时段预约就诊，合理
控制门诊流量，引导患者有
序错峰就诊。

6、医院开通电话预约和
现场预约方式，满足无智能
手机或不会操作预约老年人
医疗需求。

哈尔滨各医院发布最新就诊须知

发热患者无需进入门诊 直接到发热门诊就诊

生活报讯（记者
李丹）记者12日从哈
尔滨市道外区城管局
获悉，目前，道外区安
排专人对区城管局涉
及的全部工作场所、作
业工具、环卫设施等重
要结点，特别是居民和
一线作业人员密切相
关的垃圾箱、公共厕
所、作业车辆、清扫工
具等，进行每日不少于
2次的消杀工作。

哈尔滨道外区

公共设施每日两次消杀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
者黄迎峰）13日，记者获悉，哈尔
滨市道里区卫生健康局公示了辖
区9家核酸检测机构和20家核酸
采样机构信息。

哈尔滨道里区

公布9家核酸检测
20家核酸采样机构

龙头新闻记者 赵一诺
针对疫情新变化，13日，哈尔滨医

科大学副校长、中国疾控中心地方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任、省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组组长孙殿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疫情防控持久战中，要保持全民防疫不
倦怠，个人防控不松懈，绷紧防控弦，就
地过安心年。

孙殿军说，目前，全球累计确诊病
例已超9000万，多国出现病毒变异株，
俄罗斯、印度等邻近国家疫情严重，国
内疫情呈现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交
织叠加态势，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他指出，我省地处祖国最北，秋冬季时
间长，本就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又
遇冷冬年，更加适宜病毒生存和传播。

眼下，春节临近，回国人口增多，大

量学生、务工人员返乡，对于多地提出
“就地过节”的倡议，有公众提出：国庆
长假几亿人出游都没事儿，为什么春节
不行？

对此，孙殿军解释，人群流动频繁、
寒冬气温低，主要活动都聚集在室内，
就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多地
环境样本检测呈现阳性、病毒具有潜伏
时间长、传播速度快，频现“物传人”现
象、出现“1传33”等超级传播案例，这
些态势都在提醒我们，战疫没有结束，
越是在节日的档口，越要从严从紧过好
关。

去年春节，我们全民“宅家”，拿一
时的“不见”，换来长远的平安。“这个春
节又是一个节点，对防控疫情很关键。
因此，“少流动、少聚集，切断病毒传播

链，是成本最低最有成效的防控办法。”
孙殿军说。

孙殿军强调，自觉配合防疫要求，
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更是对社
会负责。非必要不出省不离境，就地过
个安心年。大连某病例在未发病时参
加11人家庭聚会，造成后期其他人全
部感染。因此，孙殿军建议大家，取消
不必要的聚会，家庭私人聚会要控制在
10人以下，做好个人防护，有咳嗽发热
等症状最好不要参加。

孙殿军提醒，目前我们要继续保持
常态化疫情防控意识，把戴口罩作为出
门的“标配”，个人随时备好口罩，在人
员密集区、通风不好的地方要坚持戴口
罩。同时，勤洗手、常通风、保持1米社
交线，依然很重要。

“疫情防控，难在坚持。”孙殿军说，
过去一年里，正是依靠我们每个人的自
律自觉，才保证了疫情防线的稳固性。
但不能因为时间长了就放松警惕，一丝
一毫的麻痹大意都可能给病毒带来可
乘之机。

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省有前期防控
的经验，有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基础，
加上科学的疫情防控措施，疫情防控工
作将更加有力和精准。

专家提醒

绷紧防控弦 就地过安心年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13日，记者从哈
尔滨市南岗区政府获悉，该区市场监管局要求
辖区“三大商圈”企业以及10家农贸市场，严格
落实量体温、扫健康码、戴口罩、场所消杀等防
控措施，如发现有发热人员等情况及时上报。

同时，对辖区8家核酸检测机构进行全覆

盖检查，重点检查了核酸检测试剂盒的供货商
许可证、产品注册证等资质情况，加强对辖区
药店经销的口罩、额温枪等防疫物资的检查力
度。该局专门抽出10名执法人员包保6个涉
及进口冷链食品的农贸市场，并持续开展“夜
间”执法和“错峰”检查，突出“六小门店”管控。

哈尔滨南岗区 加强防疫物资检查力度

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疾
控中心地方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省
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组组长

孙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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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聚焦 15504501528 丢失声明
岑 伦2321261976****4474
邓永山2321261969****4476
卢宝忠2321261968****4475
隋 志2321261975****4474
班显民2321261974****4474
李树权2321261990****4496
马春学2321261975****4498
李德山2321261978****4497
杨立峰2321261972****4474
李永丰2321261973****4472
翁桂文2321261968****4476
唐 忠2321261968****4516
周红霞2321261965****446x
王胜财2321261977****4471
刘志成2321261951****4475
孙庆忠2321261966****4491
周 军2321261960****4477
王志有2321261967****4474
马文军2321261962****4478
卢宝林2321261972****4472
周嗣君2321261966****449x
李 术2321261966****4478
李 伟2321261969****4475
邓显忠2321261964****4470

以上人员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
废，如有任何异议请与村民
委会联系。

巴彦县洼兴镇兴繁村村
民委员会
徐忠彦2321261974****4876
孙彦祥2321261957****4877
李万发2321261973****4895
陈华义2321261965****4874
李 红2321261954****4874
徐士臣2321261970****4870
王国栋2321261966****4879
刘 彬2321261975****4876
曹景权2321261968****4871
曹景利2321261967****4873
曹景宽2321261969****487X
李胜文2321261968****4879
李胜利2321261970****4879
王春友2321261973****497X
刘胜发2321261973****4874

以上人员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
废，如有任何异议请与村民
委会联系。

巴彦县洼兴镇双山村村
民委员会
张 文2321261952****487X
张凤志2321261985****4896
高 军2321261954****4876

以上人员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
废，如有任何异议请与村民
委会联系。

巴彦县洼兴镇庆丰村村
民委员会
王升魁2321261944****4494
王国民2321261952****4476
王有利2301261953****3737
丁佩善2321261953****4472
黄士金2321261950****4477

以上人员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
废，如有任何异议请与村民
委会联系。

巴彦县洼兴镇长发村村
民委员会
宋国栋2321261963****4474
王德海2321261971****4478
李 军2321261976****4478
孙 江2321261970****4476
王德文2321261968****4471
于雅娟2321261980****4481
吴玉香2321261970****5028
贾 文2321261963****4491
张兆军2321261978****4470
金国权2321261978****4493
陈永禄2321261975****449X
刘殿臣2321261959****4473
宋海峰2321261963****4477
李文英2321261943****4495
刘福友2321261957****447X
于长忠2321261966****4494
战晓峰2301261960****3719
程万超2321261975****4495
李 木2308021984****0015
于长华2321261968****4789
林明明2321261986****4472
齐淑荣2321261959****4462
王福贵2321261963****4478
于彦奎2301261975****3710
庞 礼2321261960****4473
庞 志2321261964****4477

以上人员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
废，如有任何异议请与村民
委会联系。

巴彦县洼兴镇增收村村
民委员会
王彦明2321261967****4874
张希伟2321261975****4876

以上人员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
废，如有任何异议请与村民
委会联系。

巴彦县洼兴镇清瑞村村
民委员会
李继有2321261967****0911

以上人员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
废，如有任何异议请与村民
委会联系。

巴彦县松花江乡民胜村
村民委员会

11日，记者来到哈萝公路附近位于呼
兰区靳家的黑龙江省气象观测站。站长王
盛坤告诉记者，黑龙江省气象观测站又称
作“哈尔滨国家基本气象站”，每天的工作
任务分为地面观测和高空探测两部分。

地面观测是24小时不间断的连续观
测、记录、各类气象要素数据；高空观测则
是在规定时间内释放探空气球，用来测定
规定高度上的气象要素数据，最终将观测
到的数据上传省气象数据中心，再传至国
家数据中心进行全球交换。

工龄20余年的王站长告诉记者，哈尔
滨国家级气象站于1948年12月1日建站。
为了保证气象数据的准确性，国家基本气象
站对周边观测环境的要求较高，经历了多次
搬迁，最后于2013年1月1日，从香坊区电
碳路迁到哈萝高速附近呼兰区靳家。

观测站多次“搬家”

冬日里的观测站显得寂静肃穆，一进
入地面观测场，就看见开阔的平地里，十余
种观测设备都伫立在白雪中。记者了解
到，仪器的摆放也颇有讲究，北高南低，互
不影响，便于观测，东西排列成行，南北布
设成列。

王站长介绍说，这些仪器均是地面观
测仪器，可以测量我们生活中的空气温度、
湿度、辐射、风向、风速、降水量、蒸发量、地
表温度、能见度、日照时长等多种天气要
素。2020年，黑龙江省气象观测站在原有
基础上，新增了冻土、酸雨、天脸自动观测
系统，更新了辐射观测系统，也对原有部分
的旧系统、硬件设施进行了升级。

仪器系统更新升级

正值冬季，寒冷天气对于观测有什么影
响？王站长说；“不是已经冻透了，就是在冻
透的路上，早就习惯了。”零下二十几摄氏
度，在室外升级系统，对于每一位观测员来
说都十分普遍，操作电脑不能戴手套，手被
冻麻是日常。据站内观测员回忆，由于天气
寒冷，经常有电脑被冻关机的情况出现，导
致系统不能升级成功，只能把做过的步骤再
重复一遍。而且，在冬季，除冰、雪、霜等对
仪器的每日两次维护，也都是家常便饭。

冬季观测手常冻麻

目前，站点实现了自动观测，每分钟都
需要上传实时数据，还用另一台电脑进行
备份，防止有系统故障的情况发生。

在值班室，记者看到，两台电脑上风
向、风速、气温、湿度、气压、降水、蒸发、日
照、辐射等各种观测数据一目了然。观测
员会将数据采集、整理后上传，气象预报专
家会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作为预
测未来天气趋势的重要依据。

站点实现自动化观测

观测气象“神器”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生活报记
者何兴丽文/摄）相信很多朋友都发
现，现在的天气预测较之前更加精准
了。你是不是经常在想这些数据是怎
么测出来的？让我们带着问题走进黑
龙江省气象台观测站，探究观测员们是
如何观测“天公”心情的。

记者走进省气象台观测站揭秘

““神器神器””更更新升级新升级 实时观测“天公”心情

温湿度传感器

王站长指着白色百叶箱说：“这
里面的温湿度传感器主要用于测量
温度、湿度。现在已经进行了升级，
观测数据更准确。”他说，温湿度传
感器之所以需要白色百叶箱“遮风
挡雨”，是因为气象上的温度指的是
距地面1.5米高度的空气温度，不
能有阳光直照，还要保持有自然通
风。百叶箱就可以起到遮风挡雨、
模拟自然风的作用。

2020年，温湿度传感器从单一
传感器升级成由三个传感器组成的
多温多雨传感器。据王站长介绍，
此次升级相对于从前的观测结果来
说，数据将会更加准确。

翻斗式雨量传感器

翻斗式雨量传感器用于测量液
态降水，主要是雨，每年5月1日至
9月底期间使用。据王站长介绍，
2020年翻斗雨量传感器也新增了
两个，三个传感器同时工作将会比
单个工作测得的数据更加精准。

冻土自动观测系统

冻土自动观测系统通过水柱
结冰的刻度来观测土壤冻结深
度。记者了解到，冻土深度对于农
业播种有着一定影响，开春的时侯
冻土层解冻在20厘米以上时才适
合播种。

酸雨自动观测系统

酸雨自动观测系统用于观测降
水的酸碱度。王站长介绍说，降水
ph值小于5.6的雨、雪或其他方式
形成的大气降水(雾、霜)等就是酸
雨，酸雨对土壤植被、水生系统以及
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辐射自动观测系统

记者了解到，黑龙江省气象观
测站是国家的一级辐射站，有五种
观测项目，分别为总辐射、直接辐
射、散射辐射、净全辐射和反射辐
射，目前该系统测得的数据仅用于
科研。

风塔

在地面观测场中，体积最大、身
高最高的就是风塔了，足足10米多
高。“风塔主要用于观测风速、风
向。”王站长告诉记者，风塔塔顶前
端的三个小球名为三杯风速器，可
以测量风速大小；后侧的风标是用
来测定风的来向。

日照计

通过观感纸被太阳晒过的痕
迹，测量每天的日照长短。王站长
告诉记者，预计今年，这个光电式数
字日照计也会经历一次系统升级。

探空氢气球

在省气象台气象观测站，除了
地面观测项目以外，还有高空探
测。高空探测项目每天需要进行
三次，分别在1时15分、7时15分
和19时15分。记者了解到，探空
用的气球在灌满氢气以后，高度在
2米、宽度在1.5米左右，放球的绳
子应该在30米左右，“狂风暴雨”
的天气，绳子就会稍短一些，防止

“抓”不住。
王站长告诉记者，探空气球下

方携带有探空仪，主要能探测大气
环流中云彩的湿度、气压、气温、风
向风速等。随着的气球上升，探空
仪测得的气象数据发送到地面雷
达上，雷达再将信息传送给观测站
的电脑上。王站长告诉记者，黑龙
江省气象观测站是全省四个高空
观测站中唯一一个有凌晨高空探
测任务的站点。

记者了解到，在狂风暴雨中，
气球不一定会安全打入天空内部，
如果气球不幸被雷击中，被大风刮
向尖锐处，都需要重新放球。据王
站长回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气
球放飞三分钟，就被雷击中掉落
了，那一天他总共放飞了三个气球
才观测成功。

相对探空气球对观测的贡献
来说，遗憾的是它的处境“身不由
己”。记者了解到，气球在放飞以
后，运动轨迹只能“听天由命”，由
于我省处于西风带，气球大多受西
风影响，向东飘去，根据风速大小，
气球会斜飞几十到几百公里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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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自动观测系统辐射自动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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