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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

搏何时搏！”在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迎战中考的重要时刻，3

月11日，罗村一中、罗村二中举

行了一场特殊的中考誓师大

会，狮山罗村的初三学子们相

约在屏幕前，完成了一次庄严

的宣誓仪式，向中考发起了全

力冲刺。

受疫情影响，目前初三学

子宅家“停课不停学”，从2月

17日开始，罗村一中初三师生

就进入中考备战状态。尽管同

学们依旧宅家学习，但在3月

11日，学校全体初三年级师生

提前举行了中考冲刺誓师大

会。在学校教学楼前，初三老

师统一穿上大红上衣，分批站

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当日下午4时，初三8班的

全体同学准时坐在电脑旁，由

初三年级各班组织举行的学生

中考誓师大会正式开始。罗村

一中初三8班班主任黄玉珍通

过PPT图文展示向同学们直

播，同时把同学们预定的中考

目标逐一展现出来。

“我要考上石门中学！”8班

的多名同学不约而同向目标发

起了冲刺。据介绍，以黄玉珍

为班主任的初三8班，上学期成

绩进步明显，狮山镇前50名该

班占了8人，全镇前100名则占

了16人。

“关键时刻更要高度重视

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的战斗

堡垒作用。”罗村一中校长黎赞

洪表示，该校重视校际交流，目

前与嘉兴学校实现校际共建，

两校学生同一线上开展课堂学

习，两校教师群策群力，因材施

教，稳步扎实地推进线上教学。

与此同时，在罗村第二初

级中学也举行了线上“云”誓

师，该校初三年级师生、家长及

毕业生，通过“隔空对话”的方

式，为中考备考的学子加油打

气。

自2月17日开始，罗村二

中作为狮山镇第一所三个年

级同时开展自主直播授课的

公办学校，初三年级师生早已

进入备考状态，开启居家学习

模式。

胆大心细采集咽拭子
“现在要采一下咽拭子，口

罩摘一下，别紧张，嘴巴张开，

头抬一下，放轻松，很快就好。

嗯，好，可以啦。”这是罗村医院

90后护士吴咪咪每天采样时，

说最多的话。

每次采样，她都非常温柔

地安慰患者，隔着眼罩和防护

面具，吴咪咪要非常仔细才能

看清患者双咽侧扁桃体及咽后

壁。那一刻，她离对方的脸不

到二十厘米，手腕轻轻地拭擦

几下，动作麻利迅速，一杆带着

咽拭子的棉签采集完毕。

咽拭子采集是精细活，要

保证百分百采集准确，不仅位

置要正确，力道也都要掌控

好。患者张嘴，护士用拭子在

咽部快速拭擦几下即可。咽拭

子采集的过程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患者张开嘴巴，直接产

生大量可能携带病毒的气溶

胶，这便是操作护士所面临的

感染风险。

如果操作不到位，可能使

检测出现“假阴性”的结果，这

也考验护士的技术。此外，在

采样过程中，患者还可能因为

咽部不适，出现打喷嚏、咳嗽等

动作，四溅的飞沫对于在他们

正对面的护士来说，危险极

大。每采集一份标本，操作护

士就要承担一次被感染的风

险。

罗村医院这群“女汉子”

采集咽拭子，进行核酸

检测是诊断新冠肺炎的关

键手段。而咽拭子标本采

集人员，因为要与病毒“面

对面”，风险性极高，被称为

是“距离病毒最近的人”。

在罗村医院，有这样一

群“见不到面”的护士，每

天要在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关卡——发热门诊里工作

7个小时，甚至更久；询问

症状、病史、流行病学史，

做好登记、抽血、采集咽拭

子……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都必须小心谨慎，否则就有

暴露的风险，但她们毅然

“送行”在战疫第一线。

“之前从没做过这个工作，

说不紧张是假的。但穿上防护

服我们就是战士，不能因为风险

高就害怕、退缩。”罗村医院护士

苏淑仪说，“虽然职业暴露的风

险大，但总要有人上，不是我就

是别人。既然穿上了白大褂，就

该扛起应尽的责任。”

在采集咽拭子前，护士们

会严格遵照防护流程，穿上防

护服，戴上防护帽、N95口罩、

一次性手套、护目镜、防护面屏

等。防护服非常厚，从穿上那

一刻起就可能开始出汗，会感

觉憋闷、缺氧，甚至出现脱水等

一系列不适反应，护目镜也很

快就被雾气“包围”，很容易遮

挡视线，这让身体也承受着巨

大的挑战。

由于防护服是一次性用品，

穿戴麻烦，上厕所就得更换。为

了节约防护装备，工作中，她们

常常一天都不敢喝一口水。

这样的工作可能很多青壮

年男子都无法支撑住，但这群身

材瘦小的“女汉子”却坚持了下

来。为了确保采集到位，她们会

特别仔细、小心，及时总结经验

和技巧，顺利完成采集工作。她

们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

他人，这种精神值得每一位狮山

罗村人致敬！

离患者脸部不足20厘米保证100%采集 为节约防护服 一天不敢喝一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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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罗村初三学生吹响中考备战冲锋号

电脑前誓师
全力冲刺中考

文/见习记者 杨世聪 供稿/供图 罗村一中 罗村二中

早前，沙坑社区收到多家爱心

企业无偿捐助的消毒水等防疫物

资，于是发起“爱心接力”，将获捐的

防疫物资转捐给有需要的企业、学

校，在战疫场上汇聚涓涓爱流。

3月5日上午，沙坑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周志球携手驻点直

联团队，实地检查沙坑小学、沙坑幼

儿园和多家规模企业的防疫和消防

工作，向他们转捐了31桶84消毒

液，以支持学校、企业开展防疫工

作。

据透露，沙坑社区将继续根据

不同单位的需求，陆续将消毒水免

费派发给沙坑市场及需求较大的厂

企，助力疫情防控。

向企业和学校转捐31桶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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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中国农业银行南海

罗村支行向罗村社区捐助1000个

口罩、20瓶酒精消毒液、10瓶免洗

手液、12支消毒喷雾、2桶消毒水。

3月3日，罗村社区收到南海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捐助的1000个口罩。

爱心捐助，众志成城，共渡难

关。他们用实际的行动践行雷锋精

神，支持社区防疫工作，不获全胜绝

不轻言成功。

社会各界踊跃捐出防疫物资

罗村社区

疫情防控期间，下柏社区党委

做好河涌巡查落实计划，从严排查

河涌污染源。3月13日，下柏社区

党委书记、村级河长黄权辉逐一巡

查了辖区四条主体河涌。

巡查到王芝涌下柏支涌时，黄

权辉发现此处水位较低，河水呈黑

色且带有臭味，他便提出应暂停河

涌清淤工程，先查明河涌发臭的原

因。巡查良安涌下柏支涌、良安截

洪沟、岑边支涌时，只见河涌保洁

良好，两岸绿色植物也生长得不

错。

黄权辉表示，要加大河涌巡查

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督促整

改。接下来，下柏社区将继续压实

河长责任，加强河涌及沿岸管理，从

严排查河涌污染源。

巡河不放松 严抓“河长制”工作

下柏社区

全力抓好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状元社区
目前正处于复工复产与防控

疫情的关键时期，状元社区党委

和驻社区直联团队继续冲锋在

前，奋战“疫”线，完善联防联控体

系，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3月12日上午，南海区统计

局局长罗丽燕，狮山镇总工会副

主席、工青妇罗村工作办主任黄

越平，带领状元社区党委继续到

厂企实地检查。

在一家机械企业，检查组发

现厂区出入检查程序并不严格，

当场要求企业负责人对各卡口加

强管理，严格执行检查任务，对重

点人员要按相关规定落实各项措

施，一人一册，资料归档备案，同

时要落实好安全生产及消防工

作。

开心农场为长者送菜135斤罗湖社区幸福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罗

湖社区幸福院开心农场社工通过

电访，了解到疫情对长者们的日

常生活造成了不少困扰，特别是

弱势长者有“没口罩没法出门买

菜”、“子女上班没法帮忙买菜”等

诉求，社工积极与社区沟通，发挥

幸福院开心农场的作用，开展“关

爱长者，送菜上门”服务，同时向

长者宣传防疫信息，为有需要的

长者送上口罩。截至目前，该开

心农场共开展送菜上门服务5期，

服务45名社区长者，共提供新鲜

蔬菜135斤。

罗湖社区幸福院开心农场是

罗村慈善会的创投项目，也是罗

湖社区幸福院的特色服务品牌之

一。该开心农场通过社区共餐

日、社区探访日、蔬菜领取日三大

渠道的成品输出，筑起社区长者

的支持网络。

为巾帼志愿者送上180朵鲜花罗村“七一”空间孝德家
日前，罗村“七一”空间·孝德

家北达博雅社工联动罗村展能中

心、孝德家义工队、美人星计品牌

瑜伽店（罗村店），开展三八节慰

问关爱行动，分别向在上柏社区、

芦塘社区、朗沙社区、招大社区、

下柏社区工作的女同胞，以及坚

守卡点的志愿者们，送出了180朵

鲜花及节日祝福，赞扬她们在疫

情防控期间“巾帼不让须眉”的战

斗精神，感谢她们的付出。

“几十岁第一次收到鲜花，

感谢你们送来的节日祝福。”朗

沙社区一名巾帼志愿者高兴地

说。连日来，这些巾帼志愿者与

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冲锋陷阵，担

当作为，成为战疫中一道美丽的

彩虹。

本版整理/见习记者杨世聪

疫情防控不放

松。向企业学校捐

助防疫物资、全力抓

好复工复产、为社区

长者解决生活问题

……连日来，狮山罗

村各社区和社工机

构奋战“疫”线，汇聚

了一股股强大的战

疫力量。

■护士仔细采集咽拭子标本。

■罗村二中初三备考小组与初三班主任们为学子鼓劲。

■开心

农场为

长者送

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