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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卫健委发布最新疫情防控温馨提示

有中山市旅居史的群众请报备
本报讯 1 月 13 日，广东省中山市在
医疗机构就诊人群中报告发现 1 例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者， 目前疫情传播链
尚不明确。 贵州省卫健委结合近期国内
疫情特点， 发布温馨提示：2021 年 12 月
30 日以来有中山市旅居史及 14 天内与
本起疫情感染者行程轨迹有交集的群
众，务必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并按
照当地防控部门的要求， 接受社区健康
管理、开展核酸检测、执行相关防控措施
等要求。 另外，自 1 月 13 日起，从中山市
疫情后续公布的中高风险地区来 （返）

黔人员，执行“14 天集中隔离 +14 天居
家健康监测 +12 次核酸检测” 的疫情防
控措施。
原文如下：
一、 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中山市疫
情发展变化、 当地中高风险地区调整情
况及相关感染者行动轨迹。 2021 年 12 月
30 日以来有中山市旅居史及 14 天内与
本起疫情感染者行程轨迹有交集的群
众，务必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并按
照当地防控部门的要求， 接受社区健康
管理、开展核酸检测、执行相关防控措施

贵州省卫健委发布
致援黔医疗卫生专家春节慰问信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卫健委获悉，随
着 2022 年春节临近，贵州省卫健委发布致
援黔医疗卫生专家春节慰问信，感谢卫生
医疗援黔专家团的无私付出。
慰问信中提到，“
各位援黔医疗卫生专
家讲政治、顾大局、勇担当，以高尚的医德、
精湛的医术、炽热的情怀，为贵州人民群众
解除病痛之苦， 为受援单位发展献计献策。

贵州人民永远铭记你们的无私奉献。 ”
据介绍，2021 年，“
医疗卫生援黔专家
团” 品牌效应持续发挥，新增入团专家 134
人，总数达 1401 人，其中院士 60 人；这一
年，粤黔医疗卫生协作关系全面建立，与原
东部帮扶省市协作平稳过渡， 共有 662 名
省外医疗卫生专家来黔开展驻点帮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等要求。
二、自 1 月 13 日起，从中山市疫情后
续公布的中高风险地区来（返）黔人员，
执行 “
14 天集中隔离 +14 天居家健康监
测 +12 次核酸检测” 的疫情防控措施；
2021 年 12 月 30 日以来从广东省中山市，
或有与本起疫情关联的其他阳性感染者
报告所在地级市低风险地区来（返）黔人
员执行“
3 天 2 检” 的疫情防控措施。
三、2021 年 12 月 30 日 以 来 从 广 东
省中山市来（返）黔人员要密切观察个
人健康状况， 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
所、参加聚集性活动和乘坐地铁、公交车
等公共交通工具。 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
不适症状，须立即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 并立即前往就近发热门诊
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如实告知个人旅
居史、活动史和接触史。
四、 当前国内多地出现本 土 疫 情 ，
“两节” 期间人员流动频繁，风险增大，
建议广大群众非必要不流动。 如确需流
动，建议返黔人员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
息的健康通行码“绿码” ）抵黔，并在出
行前依托“贵州健康码” 向目的地所在
社区（乡镇）进行申报；在抵黔后 48 小
时内再检测 1 次核酸，结果未出之前，避

润泽民生 人影民兵增雨防雹解民忧

免参加聚餐聚会等聚集性活动， 避免乘
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
五、 请广大群众持续加强个人防护
意识， 积极配合当地防控部门做好测温
扫码等防控措施，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
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等良好
生活习惯不松懈。
六、冬季新冠病毒进入活跃期，通过
冷链食品、非冷链物品及邮件快件输入风
险加大，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严
防物传疫情输入，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密
切关注疫情动态，春节期间不购买来源不
明的进口货品、食品和冷链食品，谨慎购
买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涉疫地区产品，最
大限度降低感染风险。 在接收快递包裹
时，倡导快递、外卖无接触式配送，要做好
个人防护，佩戴一次性手套和口罩，避免
用手直接接触。 收取快递后要立即对快递
进行消毒，处理完包裹以后要洗手，避免
用手触碰眼、鼻、口等结膜处。
七、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控制
新冠肺炎疫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能
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的发生。 目前，我省
正在积极推动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和小
年龄组接种工作， 请符合接种条件的人
群，及早就近、就地主动接种疫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贵阳市企事业单位
足球联赛落幕

■人物档案
马发远， 清镇市气象局农牧场人工
影响天气炮站班长， 从事人工影响天气
工作 19 年，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守好
了贵阳市冰雹防御的“
前线” 。

自古以来,“
风调雨顺” 一直是人们的
祈盼， 如今， 依靠人工影响天气的力量，
“
呼风唤雨” 从美好愿望已成为了现实。
人工影响天气，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人
工在大气中播撒各种催化剂， 使大气中的
云物理结构发生变化， 从而达到降水、除
雾、防雹、消除雷电等效果。
设在红枫湖镇茶山上的清镇市农牧场
防雹站里， 有一位名叫马发远的人工影响
天气工作者（以下简称“人影民兵” ），常
年以站为家。
观测天气情况、 维护自动气象站和作
业装备、农情调查、干旱时为大地增雨、降
雹时为百姓防雹是马发远和其他人影民兵
的日常工作，在这个少有人了解的岗位上，
他们默默为预报预警防灾服务打通最后一
公里路。
“
人们的生活是离不开人工影响天气
工作的。 ” 马发远告诉记者，在贵州，春季
主要的气象灾害就是冰雹， 而人影民兵最
忙碌的时候也正是每年的三月中旬到五月
下旬，那是冰雹最为频繁的时候，他们必须
24 小时坚守岗位，随时待命。
“
从 2003 年起，我就一直在做人工影
响天气工作。 19 年来，我见证了贵阳市人
工影响天气实现常态化、制度化、规模化、
现代化发展的飞跃。 ” 从常规的增雨、防雹
拓展到城市蓝天保卫、生态环境保护、交通
安全保障等更宽领域更多方面， 马发远为
这份工作感到骄傲与自豪。
马发远镇守的农牧场防雹站是贵阳市
南面的第一道防线，尤其重要，主要冰雹路
径大多时候都是从安顺、六枝、织金等地区

过来。每当有极端冰雹天气发生时，他们就
要开展人工影响天气防雹作业， 通过发射
炮弹与火箭增加凝结核， 在云层中达到
“
过量催化” 的目的，使冰雹难以“
长大” ，
以此减轻冰雹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
的危害。
2021 年,马发远负责的农牧场防雹站
一共进行了 376 发炮弹、12 枚火箭作业。
“一开展作业，打炮和发射火箭的巨
大声响就成了周边百姓的定心丸。 ” 马发
远笑着说， 周边群众常常向他咨询天气发
展的态势， 通常等他作业完后才开始进行

农作。
“通过我们气象部门的监测预警和人
影作业手段，减少灾害发生的次数，降低灾
害的危害程度， 才能更好地为群众生产生
活提供保障。 ” 在马发远看来，“人影” 工
作是一项公益性事业， 本质上是为广大群
众服务的。
马发远表示， 未来自己将继续坚守
“人影民兵” 岗位上，坚持安全至上理念，
提高作业效率， 为实现贵阳市强省会五年
行动的战略目标贡献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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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魅力之夜” 第 3 届贵阳市企
事业单位八人制足球联赛近日落幕，24 支
队伍分两个组别，经过半年的激烈争夺，最
终雅园红色希望队、 城洋化工队分别荣获
乙级联赛、丙级联赛冠军。
该赛事由贵州体育在线主办， 贵州迎
宾酒窖藏系列冠名赞助，分为乙级联赛、丙
级联赛两个组别，共 24 支球队近 600 名球
员报名参赛。比赛采用双循环联赛赛制，整
个赛季共 22 轮 264 场比赛， 联赛自 2021
年 6 月 21 日开赛、2022 年 1 月 6 日结束。
藤酿黔灵 FC 队、 怡欣花园家纺队分
别荣获乙级联赛、丙级联赛亚军，鼎欣前程
队、金华园恒禹顺队分别荣获乙级联赛、丙
级联赛季军， 诺克设计女队荣获特别纪念
奖。雅园红色希望队的杨林、城洋化工队的
梅云获评优秀教练员， 雅园红色希望队赵
劲雄、城洋化工队贾昕运获最佳球员称号，
藤酿黔灵 FC 队姚深洋、 诺克设计女队简
舟宇荣膺最佳射手，雅园红色希望队刘凯、
平坝远航队周俊荣获最佳门将。
据赛事组委会负责人袁碧介绍，“魅
力之夜” 足球联赛在贵阳奥林匹克赛事运
营中心的统筹管理下，不断创新联赛赛制，
加强比赛场馆、 宣传推广等工作， 通过规
范、有序的组织，让参赛球队、球员获得更
好的参赛体验， 通过每周一赛的方式让更
多人参与到足球运动当中， 营造了积极向
上、阳光健康的全民健身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传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