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南区战斗卫士星夜服务

■ 本报记者 王音

昨天，西青区王稳庄镇、大寺镇全域划
定为管控区，实行封闭式管控。西青区随即
在大寺镇、王稳庄镇等地区启动第二次核酸
检测。

在大寺镇远洋万和城社区，居民听从志
愿者安排，按楼门、分时段到小区门口进行
第二次核酸检测。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第
二次检测的等候时间明显比第一次缩短
了。“上午11点多，志愿者通知我们下楼做核
酸。到了采样点，前面的队伍排了不足10
米，差不多五六分钟就做完了。地上贴了一
米间隔线，全程有志愿者协助扫码登记，秩
序非常好。”

据了解，此次核酸检测共设置120个点
位、388个采样通道。西青区2300余名机关党
员干部下沉社区协助检测。为做好管控区居
民的服务保障工作，西青区紧急集结党员干
部、志愿者3000余人，分成生活服务、医疗保
障等8个工作组，围绕生活保障、用药需求、信
息核查、日常健康监测、环境清整、后勤保障、
医疗救治、人员转运、宣传引导等提供服务。
“每个小区都印制了外出登记表，确保

每户家庭每两天可派1人就近到指定地点购
买生活必需品。我们还组织了4家大型商超
开展线上配送，设置66个生活物资临时售卖
点，提供蔬菜、熟食等套餐，供居民‘点单’。
针对特殊群体，志愿者送货上门，提供精准
服务。”西青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福光
介绍。此外，该区指定西青医院为管控区群
众定点医疗机构，确保第一时间救治患者。
管控区内水电气暖等部门及超市、便利店、
医疗机构正常运营。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1月10日上午，津南区启动全域第二轮
集中核酸检测工作。
“大家戴好口罩，保持一米距离……”在

咸水沽第五中学集中核酸检测点位，涉及咸
水沽镇金益园、金朗园、金浩园及左岸名邸
四个小区近1.2万人。天气虽冷，但大家有
序排队登记、采样，专为老人和儿童开辟的
绿色通道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连轴转了好
几天，很辛苦，感谢他们的付出！我们积极
配合，让他们少受点累。”一位等待采样的居
民说。

在辛庄镇第十六幼儿园核酸检测点，青
年干部纵迪作为社区网格小组长已经连续
在户外奋战10多个小时。“我们逐楼逐户登
记核实身份信息，让居民分批次下楼排队进
行核酸采样。”纵迪说，“作为一名党员，在群众
需要的时候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
“医护人员认真负责，社区工作人员服

务贴心，核酸检测现场充满关爱，非常感谢
他们！”一位居民点赞道。
“林景家园社区今早要启动二轮核酸检

测，马上准备！”11日6时，一夜未合眼的青年
干部王君来到双港镇林景家园社区，组织安
排大筛工作。熬红的双眼、喊哑的嗓子、冻
僵的手脚……她依然全力投入到工作之
中。“这次核酸检测，林景家园社区的志愿服
务团队扩大到50多人。居民们非常配合，接
到通知就按要求准时到达核酸检测点。”王
君说。

据介绍，目前津南区有2600余名机关企
事业单位干部服务在核酸检测最前沿，连夜
奋战，与疫情赛跑。下沉干部和志愿者变身
“战斗卫士”，持续轮班坚守，星夜服务第二
轮核酸大筛。

■ 本报记者 姜凝

1月10日晚，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启动第
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当晚11时接到通知后，
各工作组立即行动，1小时内就完成了点位
设置、场馆布置、人员集结等各项准备工作，
医护人员、教师、学生辅导员、学生志愿者、
各保障部门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遍布核酸
检测点，助力检测采样有序开展。11日1时
到5时，南开大学津南校区5500余人的核酸
检测工作高效有序完成。
“排队请相互间隔一米以上的距离”“在

这里登记信息”……连夜筛查现场，210余名
南开师生加入志愿者行列，进行秩序维护、
路线引导、信息录入等工作。相较首轮筛
查，这次志愿者们更有经验，同样严格执行
一米间距以降低聚集的风险。为最大限度

减少寒冷天气师生室外停留等待时间，南
开大学组织师生分批前往核酸检测点位，
并将个人信息登记与核酸检测环节分开，
师生可先进入温暖的体育馆内进行信息登
记，再由志愿者引导到户外体育场进行核酸
采样。
“夜间室外气温低至零下，但身边的师生

志愿者一直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学生志愿
者、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2019
级硕士生李家祥说，昨天他负责体育馆、体育
场点位之间的引导工作，“工作结束后，我发
现自己走了20000多步，‘荣登’朋友圈运动
榜首。”

夜半时分，南开大学后勤部门为大家送
来热乎乎的夜宵。但据记者了解，很多医护
人员和师生志愿者直到天亮工作结束也没顾
得上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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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奋战，流淌着速度与温情

■ 本报记者 姜凝

1月11日凌晨，天津大学组织北洋园校
区在校同学参加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从
1:30到7:30，1.5万余名参加检测的学生一起
见证了北洋园的夜与晨、体验了天大人的
“速度”与“激情”。

“往前走，保证间距”“请同学们打开天
津大学综合服务平台App扫码签到”……在
志愿者引导下，师生有序进入体育场参与检
测。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等待时间，本轮检测
采取分学院、分批次、分时段依次到达检测
点的办法。医务工作者和师生志愿者提前
到达现场准备，同学们则根据辅导员发出的
通知，在指定时间到学院指定地点集合，再
跟随本学院统一组织前往检测点。考虑到
夜间天气寒冷，辅导员们彻夜守候，尽力缩
短每个同学等候检测的时间。
“我负责组织化工学院大一年级的同

学，凌晨2:50下楼集合，3:16开始入馆，3:32

第一名同学检测完毕，3:55全部测完。”天大
化工学院辅导员赵书航对第二轮筛查时间把
握精准、如数家珍，“我们学院在北洋园校区
人数最多，但同学们都非常配合，给老师们极
大支持。”

医务工作者在寒风中“跨夜”坚守着，天
大学子也用自己的方式温暖着他们。

11日清晨，当朝阳洒进校园，一夜“奋
战”接近尾声，南开医院的医护人员发现有人
在筛查现场留下了精致的小袋子，里面整齐
码放着热水、茶叶和暖贴，并留下一张写着
“感谢各位白衣天使的付出”的字条。“这几
天，像这样的暖心举措还有很多。这份陌生
的温暖、特殊的惊喜，让我们感受到了天大特
有的温度。”医护人员表示。

11日早上，结束第二轮核酸筛查后，有
句话迅速在天大学子朋友圈“刷屏”：“向辛
勤劳动一夜的医务工作者和师生志愿者致
敬！谢谢你们用辛勤汗水点亮了北洋园的
夜晚！”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1月8日9时，快递小哥王家庆像往常一
样在津南区双桥河镇兆和园送快递。
“进小区的时候，保安嘱咐我快进快出，

谁知道等送完就出不去了。”正当这时，王家
庆遇到刚收完快递的李广志。两人一个送快
递，一个收快递，总是擦肩而过，此刻却成为
了最佳搭档。“得知小区有密接，被划为封控
区，还是有点儿慌。”王家庆说。这时，公司经
理的一通电话成了他的“定心丸”。经理告诉
他，突发疫情，封控小区急需志愿者，“既然出
不去，不如干点儿有意义的事儿吧！”

兆和园是双桥河镇李家圈村还迁小区，共
有13栋楼，1286位村民。王家庆和李广志做
完核酸检测收到阴性报告后，立刻请战加入疫

情防控志愿者服务队。“这身防护服穿着帅，为
天津加油！为津南加油，也为自己加油！”在穿
上白色防护服和志愿服务红坎肩那一刻，王家
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搭帐篷、搬运防疫物资、站岗守楼门、挨
家挨户作宣传……王家庆和李广志撸起袖
子，成为活跃在小区里的“大白”。最考验体
力的，还是居民做核酸检测的时候。24层
楼，每层4户，他俩各爬12层，挨家挨户登记
核实信息。
“晚上吃啥？”“衣服够不够厚？”由于服务

的年头比较多，都比较熟。村民们有的给他们
准备了厚棉服，有的为他们准备了被子。这让
他们心里暖暖的。“加入抗疫队伍，这辈子可能
就这一次。等我老了，给我的儿孙讲这段经
历，他们也会为我自豪！”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通讯员 吴树群

1月11日零时左右，随着一声啼哭，南开区水阁医院迎来
一位特殊的宝宝。家住南开区竹华里14号楼封控区内的张
女士顺利产下一名女婴，母女平安。

近日，我市连续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多个小区升
级为中高风险地区，成为封控区、管控区。对刚过预产期的张
女士来说，如何从封控区到医院生孩子成了她最担心的事。
了解情况后，社区立即报告给南开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区指挥
部通过区卫健委协调辖区内水阁医院准备为张女士接生。

摆在医院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对产妇情况不了解，
二是产妇来自封控区。水阁医院院长杨蔚告诉记者：“8日一
早接到通知，我们马上跟病人进行了沟通，了解到病人是高
龄产妇，又是第一次怀孕，前期检查一直在外地，怀孕30周以
后才回津。对话中感觉病人情绪有些紧张，经过电话交流后
比较平稳了。”

情况紧急，在确认了产妇的基本情况后，水阁医院立刻
制订了涉及医疗、护理、产前、产后的几套方案。虽然孕妇的
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但还处在观察期，医院要“按照最高规
格的防疫措施接待患者”。待产室改造成了完全独立的产后
病房，产前、产时、产后都在这一个区域里。仅用了一天时
间，9日上午，“暖心病房”就改造完成。医院还成立了包括产
科、儿科、麻醉科等多个科室的专门医疗团队，在最短的时间
内，将一切准备就绪。

10日中午，南开区卫健委派专人到张女士家中为其和丈
夫进行了核酸检测及血常规检查。当天傍晚6时许，张女士
由丈夫陪同乘坐120急救车进入医院待产。为实现闭环运
转，从把孕妇从家中接走，一直到入院进到待产的病房，院内
留出一条专用通道、专用电梯，并配合消杀。由于胎儿缺氧，
医院为张女士实施了剖宫产手术，母女平安。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天气太冷，老人和孩子可以到旁边的帐篷里等候……”
10日上午，在宝坻区口东镇张牛屯村村委会广场，志愿者将
年迈的老人搀扶到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休息。帐篷里不
仅有暖炉，每隔一米还有个小凳子，年纪大的老人和带小孩
的村民可以在这里休息，等待核酸检测。
“刚到这儿，志愿者就把我们领到帐篷里来了，太贴心

了。”一位怀抱6个月大孩子的宝妈说，“本来志愿者和医护人
员要去家里给我们采样，但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他们没日
没夜地坚守已经很辛苦了，我们也要积极配合。”

为村民免费搭建暖棚的是张牛屯村志愿者郭强，去年5
月成为预备党员的他告诉记者：“村里岁数大、腿脚不方便的
老人很多，能为大家做点事儿是应该的，只要我们一起努力，
一定能共渡难关。”
“谢谢你们！身体不冷了，心里更热乎儿。”村民们一声

声“谢谢”、一句句“辛苦了”，充满了善意的理解，融汇着城市
大爱。宝坻区口东镇副镇长张立梅说：“在全员核酸检测中，
我们确保不落一人不落一户，应筛尽筛。”

快递小哥被困封控区后……

■ 本报记者 王睿

“主食是米饭，四个菜有荤有素，还有汤，都在保温箱里温
着了，得空赶紧吃啊……”滨海新区总工会组成多路“爱心餐”
派送员，在区内大筛采样点来回跑。每到饭点儿，他们就准时
给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送饭。光送还不行，少不了叮嘱几句。
“大家都太忙了，特别是医务人员，根本撤不下来，顾不上

吃饭。可是大冷天的一直在室外，太辛苦！我嘱咐两句是两
句，怎么也得吃口热乎饭、喝口热乎汤，暖和暖和。”滨海新区
总工会工作人员梁晓文告诉记者。

从1月9日全员核酸检测开始，滨海新区总工会就联系配
餐公司，解决采样点位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我们组织了10
多路派送队伍往各点位送餐，第一天我这路就送了200多
份。”梁晓文说，配餐公司已经把饭菜和汤都装盒了，他们则要
把饭送到每一个采样点位，一个也不能落下。记者了解到，大
的点位差不多需要2000多份餐，小的也要几百份。另外，他
们还准备了同样数量的面包和火腿，“怕大家拉晚，饿了还可
以吃点儿，这些不怕凉。”梁晓文说。

■本报记者 胡萌伟

眼下，我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市各工程项
目的建设者们积极加入志愿者行列，合力
筑起城市坚固的防疫堡垒。

1月10日7时，武清区启动大筛。作
为武清属地央企、中铁二十二局四公司前
一天深夜得知尚清湾社区采样点缺少志
愿者后，很快就集结了一支以党员为主力
的15人志愿团队。10日早 6时，天还没
亮，青年志愿者严昊男、温杰等人就来到
采样点，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完成核酸检测
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社区居民陆续到达
采样点后，他们又协助维持现场秩序。
“以前被一线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守

护着，现在我们也要尽力去帮助大家。”公司
员工李华伟说。

作为天津地铁的建设者，全城大筛一开
始，中建四局天津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11标
项目部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主动支援河北
区隆成家园社区的核酸检测工作。
“请大家排好队，戴好口罩，前后间隔一

米以上，打开微信扫码并填写信息……”在隆
成家园核酸检测采样点，化身志愿者的建设
者正在维持现场秩序，进行信息登记，解答居
民提问。“作为建设者，我们要建的不仅是城
市的基础设施，更要筑起城市的防疫堡垒！”
中建四局轨道交通事业部员工苏文志说。

全城大筛启动后，中建安装一公司天津分
公司党支部迅速吹响战“疫”集结号，选派优秀
员工进入海博社区核酸检测点开展志愿活动。

■ 本报记者 王睿

在这次大筛中，中新天津生态城的空中“哨兵”——“虎
鲸”无人机助力不小。只见它披着“红马甲”，在区域内各检
测点位来回飞行巡查，并将数据回传至生态城智慧城市运营
中心，“告知”后台工作人员，实现远程监控。它能实时判别
人员戴口罩情况及人群密集区域，并喊话警告或劝离。生态
城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工作人员一旦发现回传视频中存在人
群集聚风险，还可远程联系采样点位的民警、志愿者进行疏
导。图为“虎鲸”在执行巡查任务。

一线建设者加入志愿者行列

西青区多方保障管控区

天津大学 致敬，寒风中彻夜守候的你们

南开大学 坚守，为减少寒冷室外的等待

南开区 迎来“封控区”宝宝

宝坻区 暖棚暖炉暖民心

滨海新区 “爱心餐”送抗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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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哨兵”助力核酸检测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开展第二轮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姜宝成 通讯员 刘延俊 摄

夜间坚守现场的工作人

员，面罩上结满了冰碴。

本报记者吴迪

通讯员刘泽瑞摄

医务人员为行动不便的

人员检测。 本报记者王倩

通讯员杨阳摄

津南区进行第二轮全员核

酸筛查。 本报记者刘玉祥

通讯员王辉永摄

南开大学学生志愿者参加核酸检测数据

录入。 本报记者 姜宝成 通讯员 吴军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