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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复工两不误

“一对一
一对一”
”帮扶
广东工会在行动

新
“穗康码”来了！
可用作电子身份证明 刷一次长期有效

钟靖雯&喻志斌

孩子的假期充实 我们上班更安心了
■全媒体记者 王艳
“老婆，你安心休整，不用操心家
里，孩子们每天在家线上学习，功课一
点儿也没拉下。”3 月 20 日，东莞市支援
湖北医疗队第三批队员返回东莞，到指
定地点隔离休整。东莞市东城医院妇
产科主管护师缪翠也在其中。缪翠的
丈夫喻志斌听说妻子平安凯旋，第一时
间给妻子发信息问候。
喻志斌也是东城医院的医生，这次
留守东莞市抗疫一线。他告诉记者，妻
子缪翠支援的是湖北荆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新冠肺炎重症救治中心，收治的病
人都是危重症，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
而他也一直在抗疫前线忙碌着，家里两
个孩子只能交给老人看管。
3 月 1 日，
东莞东城街道总工会社工

钟靖雯主动联系喻志斌，
了解他们的情况
和需求，
并介绍工会提供服务的种类，
“社
工和我们说有需求随时找工会，
工会一定
在。因受疫情影响，
两个孩子不能去上兴
趣班，
我希望她帮我找适合孩子上的线上
课程。
”
喻志斌说。钟靖雯在了解喻志斌
的需求后，
立即咨询相关线上公益课程。
几经辗转，
钟靖雯得知东莞市青少年活动
中心、
镇街文化服务广电服务中心应对疫
情提供舞蹈等线上公益课程，
她详细询问
后，
将课程资源链接发给喻志斌 ，
并告诉
他线上学习的操作指南。
“我有两个孩子，大的 10 岁，小的 4
岁，现在他们在家学习英语、篮球、舞蹈
和小主持人等课程，孩子的假期生活很
充实，我和老婆上班更安心了。”喻志斌

对工会提供的帮助一再称赞：
“ 工会很
用心，工作很细致周到，辛苦你们了！”
如今，钟靖雯还会定期跟进孩子们的学
习情况，
帮助孩子更新学习课程。
据了解，自 2 月下旬以来，东莞市、
镇街两级工会迅速行动，开展对援鄂一
线医务人员“只要你需要，工会一定在”
直接联系服务，由工会志愿者与全市 57
名援鄂医务人员家属一对一结对，通过
多种途径、多种方式提供困难帮扶、线
上服务、疗休养等全方位的关爱服务，
截至 3 月 20 日，全市、镇街两级总工会
志愿者拨打服务医务人员家属电话 335
次，提供各类线上线下服务 165 人次，
同时工会还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送上
慰问金和慰问品。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骨科主管护师郑莉斯：

“打开病患的心扉，是对抗疾病的特效药”
■全媒体记者 王艳 通讯员 王荣光
3 月 20 日，在湖北奋战了 39 天的郑
莉斯平安凯旋。郑莉斯在护理岗位工作
19 年了，
她始终热爱着这份职业，
在得知
医院征集医务人员组建广东省第三批医
疗队支援湖北时，曾参加过“抗击非典”
的她第一时间向护士长提出“想去前线
出一分力”。郑莉斯说，能减轻病人的痛
苦，
就是她这次支援的目的和动力。
“在湖北的每一天都充满感动。”郑
莉斯告诉记者，她支援的是湖北省荆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ICU 病房，住的都是
重症患者。她第一次查房时，遇到一个
病人说屁股很痛，郑莉斯立即询问并检
查病人的肌力，发现病人翻身能力及双
下肢感觉没异常，她指导患者翻身后，借
助昏暗的床头灯发现患者骶尾部已经烂
得见肉了，她判断是患者因长期强迫体
位导致的二级压疮。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
下去，就算肺炎治好了，他也会因为压疮
导 致 皮 肤 感 染 ，引 发 多 器 官 的 功 能 衰
竭。
”
郑莉斯马上向护士长提议给这名患
者使用翻身枕，同时辅助外涂润肤露，患
者的症状得到了缓解。随后郑莉斯发
现，由于医院建议患者平躺平卧着使用
呼吸机，重症病房患者的压疮问题非常
普遍。于是，郑莉斯向护士长提议给有
压疮的患者加强勤翻身并使用减压敷
料。每当她查房的时候，她就会和病人
说，如果感觉自己有哪里痛，一定要和医

■郑莉斯和患者合影
务人员说。郑莉斯的温暖关怀拉近了病
人和护理人员的关系，有一次，郑莉斯帮
一位二级压疮病人换药时，他对郑莉斯
说：
“我现在好多了，以后你们再来荆州，
我带你们去游览湖北。
”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对于护理人
员来说，打开病患的心扉，是对抗疾病的
特效药。郑莉斯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 60
多岁的重症患者，
当看到旁边床的病友病
情急剧恶化时，
这位患者的心情也急转直

受访者供图
下，不愿吃饭，不停地说着泄气话。郑莉
斯马上安慰他，
告诉他现在的情况已有好
转。但是病人听不进去，郑莉斯急了，激
动地说：
“ 我千里迢迢从广东过来，照顾
你，给你治疗，你怎么可以放弃呢？”说着
说着，病人哭了，郑莉斯也哭了。虽然郑
莉斯知道，这样的表现过于冲动了，但病
人看到她护目镜后面的眼泪后，
却突然平
静下来，开始配合治疗，曾经绝望的患者
重塑信心，
病情也有了好转。

本报讯 3 月 24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办第 52 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介
绍了“穗康码”推广应用情况。广州市委政法
委副书记、
“穗康码”工作专班办公室主任岳
向阳透露，新的“穗康码”将作为实名电子身
份证明，一次生成长期有效。下一步，他们将
推动“穗康码”在地铁、公交等更多领域的应
用。
新的“穗康码”具有以下主要特点：1. 领
取时需要经过人脸识别实名认证，严格按照
“一人一码”的原则发放和展示；2. 无法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可由亲属
或基层工作人员按规定代为申领，完成认证
后生成带照片的“绿码”，既可以由同行人代
为出示也可以打印成纸质件携带备用；3. 新
的“穗康码”一次生成，长期有效，无需再定期
更新，重新填报信息；4.“穗康码”在全市各区
通用，与“粤康码”可以互扫互通；5.“穗康码”
用不同背景颜色表示持码人不同的健康风险
状态，红码人员需要按照有关规定和指引自
觉接受管理，蓝码和绿码人员可以凭码通行，
正常出行复工复学。
领取了“穗康码”的人员，除了可以用来
按规定进行健康信息线上申报以外，还可以
将“穗康码”作为疫情防控期间个人健康认证
的证明和生活、工作等场所的出入通行凭证，
同时可以作为实名电子身份证明。
（吴凤思 政法宣）

珠海点对点接回
1006 名荆州籍员工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蓝娟 通讯员珠人
社宣）
“珠海，我们回来啦！”来自湖北荆州的
刘先生下车后激动地说。3 月 24 日 22 时 45
分，从湖北荆州始发的 G4318/5 次务工人员
返岗专列，载着 1006 名湖北荆州籍务工人员
驶入珠海站。这是首列开进珠海的湖北务
工人员返岗专列。
刘先生告诉记者，
他回老家荆州沙市区过
年，
没想到遇上疫情出行受阻，
在家呆了 2 个
多月。3月21日，
刘先生接到企业提供的可乘
免费专列返珠复工信息，
他第一时间在人社部
“点对点”
返岗复工平台上报名，
第二天上午就
收到了确认信息。
“我们早上 9 点从荆州体育
中心乘坐当地政府安排的大巴到荆州车站，
一
路上很顺利，
也很省心！
”
刘先生说。
1006 名荆州籍务工人员来自荆州市荆
州区、沙市区，监利、公安、江陵、石首、松滋、
洪湖等县市区。接运人员均持有湖北健康
码绿码，经与珠海所在用人单位确认同意返
岗，且上车前体温检测正常。他们将分别回
到格力电器、伟创力、东电化电子、国机机器
人科技园等 273 家珠海企业工作。其中，格
力电器接回 300 名务工人员，不少是一线生
产技术骨干和班组管理人员。
据悉，
这趟高铁终点站原是广州南站，
在
省人社厅和广铁集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协
调，
终点站调整为珠海站，
让务工人员直达珠
海。目前，
珠海市人社部门正加紧与湖北低风
险地区人社部门对接，
人员集中、
具备开通专
车专列条件的地区，
采用
“点对点、
一站式”
的
方式集中精准接送湖北务工人员返珠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