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等疫情过去，我再到父亲

坟前下跪请罪。 ” 遵义市城市交警五大

队六中队的一名辅警，在疫情防控一线

忙碌，父亲去世，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寄存好父亲骨灰后，这名辅警又奔赴卡

点，继续工作。

据介绍，这名辅警叫熊志烈，今年

45岁，自 2005 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已在

基层交通战线上工作了 15年。 2016年，

他成为一名党员。

2月 7 日， 是熊志烈最感愧疚的一

天：当天上午 9 时，他 86 岁的父亲因病

离开了这个世界。 此时，正在播州鸭溪

镇从事疫情防控的他，竟然连父亲最后

一面都没能见上。

六中队一位民警说，熊志烈的父亲

自 1 月 13 日起一直生病在家， 熊志烈

从未请假陪伴。 疫情防控开始后，他主

动请缨，在疫情检疫检测卡点协助医护

人员进行检疫工作。

熊志烈表示，没想到父亲这么快就

走了， 这将是他一生无法弥补的缺憾。

但疫情一线工作吃紧，他将父亲遗体火

化存放在殡仪馆后， 又返回到岗位上。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辅警， 无数个普通

人连起来，就能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防

控网。” 熊志烈说。 余昌艳 黄宝华

本报讯 2 月 13 日，遵义市凤冈县交警大

队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头宰杀好的

200斤大肥猪。 据了解，这是当地 13位村民共

同集资购买送给交警大队的。 村民们说，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 交警们为了大家的健康，非

常辛苦，送个礼物聊表心意。

据凤冈县交警大队队员管华介绍，2 月 12

日晚，他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凤冈县进化镇

派驻大堰村第一书记龚德平打来的，说要给交

警大队送一头猪来。

据了解，在当地的传统礼仪中，献全猪是

一份厚礼，也是一种最质朴的致谢方式。

大堰村第一书记龚德平说， 献猪之举，

是当地 13 位村民的心意。 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一线防控人员非常辛苦，我们村

也积极向多家单位、社区捐赠了生活物资。

自愿参与集资购买肥猪的村民刘浩说，2

月 12日， 他与黄佳佳等 12位村民经商议后，

决定向交警送一头猪，以感谢交警同志在疫情

期间的忘我精神，保护了当地群众的健康。 商

量好后， 他们立说立行。 迅速寻找生猪源、过

秤、算账、分摊。 2月 13日一大早，他们将 200

斤猪肉，送至交警大队。

交警大队长许光华说， 村民们送来的猪

肉，弥足珍贵，这不仅犒劳了大家的胃，更暖化

了心。 看着两车后备厢里的猪肉，觉得这是村

民们对他们工作的认可，也是全县交警的工作

动力。疫情不退，交警不退，绝不辜负村民们的

心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父亲去世，遵义一辅警因执勤错过最后一面———

本报讯 石阡县一五旬女子误

信传言，认为喝酒能抗新型冠状病

毒，一口气喝下半斤“老白干” ，结

果醉倒在一村寨路边，村民发现后

报警，警方将该女子送医院治疗。

据介绍，2 月 12 日下午，石阡

县公安局本庄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 一女子躺在村子路边不省人

事，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酒气。 民警

赶到现场后， 多次试图唤醒该女

子， 并帮她擦去脸上的呕吐物，但

女子没有任何回应。担心女子饮酒

过量发生意外， 民警立即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但 120急救车还在

外出诊，无法及时赶到。于是，民警

用警车作临时“救护车” ，将女子

护送至医院治疗。

急救医生说，经过处理，患者

系饮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幸好

及时送医，已无大碍。

经民警了解，醉酒女子系本地

村民，姓何，今年 52岁。事发当日，

何某误信传言，认为喝酒能抗新型

冠状病毒，便喝下半斤“老白干” 。

对此，警方提醒，酒精能杀病

毒不等于喝酒能杀死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防控是一门科学，不能靠

道听途说，过量饮酒会降低机体抵

抗力，引起身体不适并导致严重后

果。

文杰 罗林

喝酒抗病毒？

女子喝进医院

疫情

科普

问：家庭是否每天都要消毒？

答：不需要。家中没有来自省

外的亲戚朋友到访、 没有居家隔

离的患者或者疑似症状者， 无需

每天消毒。 常通风、勤洗手，做好

清洁就行。而且消毒剂不能滥用，

否则会使微生物产生抵抗性，会

降低今后的杀灭作用。

问：蒸食醋可杀菌消毒？

答：不可以。食醋中的醋酸含

量较低， 远不能达到杀菌消毒的

作用，同时熏醋如果浓度过高、时

间过长， 不但会引起呼吸困难和

恶心等症状， 还会对皮肤和呼吸

道黏膜造成伤害。因此，蒸醋对新

型冠状病毒并没有效果。

问：消毒剂浓度越高越好？

答：不对。很多强效消毒液都

有很强的刺激性和腐蚀性， 浓度

过高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腐

蚀物品等。因此，消毒剂浓度应根

据实际情况配置适宜浓度消毒就

好，酒精以 75%�为佳。

问： 可否在室内喷洒浓度为

75%�的酒精消毒？

答：这种方法不行。因为 75%

的酒精燃点较低， 火灾危险性属

于甲类。 室内使用时禁止采取喷

洒式消毒方式， 应采取局部擦拭

方法并避免洒漏，保持通风，以免

发生火灾。

问： 调高室温或洗热水澡能

杀灭病毒？

答：不能。此次的新型冠状病

毒需要在 56℃的水中保持 30 分

钟左右才可灭活， 所以处于冬季

室内(23℃左右)或洗热水澡(水温

处于 40℃上) 并不能灭活新型冠

状病毒。 贵阳市疾控中心

本报讯 各地医用口罩都出现

不同程度的紧缺， 一些不法分子似

乎发现了“商机” ，以帮忙购买口罩

进行诈骗。 胜某某就是这样一个有

“商业头脑” 的人， 诈骗了朋友

48920元。 近日，胜某某被警方抓获。

据云岩公安分局办案民警介

绍，2 月 11 日早上 10 时许， 他们接

到一受害人报警称， 其在 2月 4 日，

被一名叫胜某某的男子以购买口罩

为由，诈骗现金 48920元人民币。 民

警当即对此案展开侦查。

经过调查，民警了解到，犯罪嫌

疑人胜某某与受害人系朋友关系。 2

月 4日当天，当嫌疑人胜某某得知受

害人有购买口罩的需求后， 当即联

系受害人， 表示自己有购买 N95 口

罩的渠道，但由于当下口罩很紧缺，

如果要购买， 必须要买 6000 个以上

口罩商家才愿意发货。

“受害人开始还是有些迟疑的，

但随后考虑到， 一方面自己的确很

急需口罩， 另一方面这个人是自己

的朋友，在此特殊时期，应该不会骗

人。 ”办案民警说，随后，受害人便通

过转账的方式，将购买口罩的 48920

元转给了嫌疑人胜某某。 但过了很

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收到口罩，发觉

被骗，受害人于是报警。

很快， 云岩警方便将犯罪嫌疑

人胜某某抓获归案。 据胜某某交代，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渠道购买口

罩，得到钱后，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目前， 嫌疑人胜某某已被云岩

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村民送头猪 慰劳一线抗疫交警

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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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

消毒别闯误区

本报讯 2 月 13 日， 清镇市公

布 3 起疫情防控期间的违法违规行

为，这 3起分别是：网上造谣、拒不配

合和扰乱疫情防控等违法违规行为。

案例 1：2 月 11 日中午 12 时

27 分， 在清镇市百花新城西城大院

小区门口，李姓驾驶员驾驶出租车想

要进入西城大院小区，疫情防控卡点

的工作人员按例上前对其进行证件

检查和体温测量。 李某某称自己不

住在该小区，也没有出入证，李某未

能开车进入。 通行受阻，李某某试图

驾车硬闯未果，用车将路口堵住，随

后离开。 民警在接到业主报警后，勒

令李某某将车移开，并将其带回 110

接处警大队处理。 当天下午，李某某

因涉嫌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

态下的决定、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案例 2：1月 26日， 一网民发布

短视频称，在清镇市“周五井出现一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视频很

快在微信群和朋友圈扩散。 监测到

该舆情后，清镇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

即展开调查取证。 经过调查，视频中

的医务人员正在将发热病人接往医

院进行排查就诊，并不是新冠肺炎感

染病例。 当天，公安机关给予发帖人

李某某行政拘留 5天的处罚。

案例 3：2 月 11 日下午 6 点左

右，流长乡阳雀村村民段某某骑摩托

车到邻村走亲戚，途经本村设置的疫

情防控卡点时，由于其无村委会出具

的证明放行条，趁卡点工作人员不注

意，加油冲过了卡点。 1个小时左右，

又骑车返回，到此卡点时，被卡点工

作人员拦下。 段某某心生不满，与卡

点工作人员起了争执。 面对段某某

的辱骂和推搡，工作人员报警，警察

将其带回派出所进行了批评教育，并

责成其给卡点工作人员赔礼道歉。

据了解，在疫情防控中，清镇市

强化对社会面治安的管控力度和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依法查

处了涉疫情案件 9起，行政拘留违法

人员 9人。 其中，涉及拒不配合和扰

乱疫情防控工作共 5 起、网上造谣 2

起。 肖静 朱丽雯 帅弋

清镇市曝光 3 起疫情防控期间的违法违规行为

硬闯疫情防控卡点 出租车司机被拘 10 天

“等疫情过去 再到父亲坟前请罪”

熊志烈在卡点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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