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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巴基斯坦留学生穆帅报名加入

志愿服务队伍。 本报记者 姜宝成 通讯员 刘延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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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网络空间与安全学院青年教师王子纯（右）在

采样点负责引导。 本报记者 姜宝成 通讯员 王皓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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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天津理工大学党员教师志愿者在西青区大寺

镇首创福特纳湾社区搭建防疫用帐篷。

本报记者 姜宝成 通讯员 于晓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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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南区小站镇，天津工业大学学生党员、“青马工程”高

校班学员李龙锐帮助当地居民手机认证信息。

本报记者 姜宝成 通讯员 刘孜勤 摄

■ 本报记者 姜凝

南开大学 战“疫”日记记录暖心场景

从1月12日16时30分开始，南开大学津南校区迎来第三轮
全员核酸检测，到当天22时共完成该校区5500余人的核酸检
测工作。
“学校安排了不同学院和部门的人员分批前往检测，教

职工志愿者和学生志愿者奋战一线，引导大家有序排队等
候、登记检测，大大减少了等待时间，提高了检测效率……”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王皓程1月8日因工作
原因从八里台校区来到津南校区，结果因疫情滞留。滞留
期间，王皓程用相机和文字写下了“津南战‘疫’日记”，以第
一视角记录下一幕幕真实暖心的场景，“来到食堂，大家井
然有序地排着队，手里端着的是熟悉、美味的早餐；走在路
上，依然可以看到坚守在寒风中的保安，这里的一切都在正
常运转着，我内心的紧张和焦虑逐渐得到缓解；到超市采
购，货架上满满的商品让人心里踏实，撑起了大家战胜疫情
的决心……”
“师生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共同战‘疫’，纵然寒风凛冽，

我们的心仍然紧紧地在一起。”王皓程说，“那些奋战在一线
的志愿者，那些给予我关爱与帮助的老师和同学，就是我在
津南校区滞留期间看到的‘星星’，他们在寒冷冬夜里闪烁的
光芒为我们指引着方向……”

天津大学 学生不停留、检测不断线

1月12日，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组织第三轮全员核酸检
测，从14时30分到21时30分共检测1.7万余人。虽然天寒地
冻，但在现场处处都能感受到天大的暖心服务。

天大学工部部长赵欣说，本轮大筛学校实时监测检测速
度，辅导员在现场精确测算入场流量、精准通知各学院入场
时间，努力减少学生等待时长，实现学生不停留、检测不断
线，并细致规划了集合区、集合缓冲区、场外等候区、场内等
候区和待检区，志愿者、联络员、辅导员和医务人员默契配
合，“学生在筛查现场排队等候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5分钟。”

天大医学部2021级本科生王许乐因脚踝受伤，不得不拄
双拐参加核酸检测。“一进入等候区，那些做志愿者的同学们
就看见了我的情况，纷纷过来搀扶我排队入场。我第一批次
完成了核酸检测。为学校的暖心服务点赞！”

当天，学校为师生志愿者准备了餐点小食和暖贴，为医
务人员准备了暖手热水袋。学生志愿者会定时更换暖手袋，
不让白衣天使们冻手。

检测现场，天大的巴基斯坦留学生穆帅“火线报名”加入
志愿服务队伍：“我想像其他老师和同学一样帮助他人！”2017
年来中国留学的穆帅，去年9月到天大攻读水利工程博士学
位，今年1月8日以来一直在天大北洋园校区。“看到老师和同
学们奋战在校园抗疫一线，我特别感动，也想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穆帅说，“天大老师看我的中文不是很流利，就把不
大需要和人交流的物资分发工作交给了我。”

夜间气温一度降至零下，连续工作近5个小时的穆帅有些
手脚麻木、身体微微发抖，但他仍坚持在志愿者岗位上不肯
离开。“我觉得天津大学做得很好，我为母校骄傲！”穆帅说，
“我会继续报名参加志愿服务，因为生活中最美好的就是帮
助别人！”

南大天大迎来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踏实、感动、骄傲”成现场热词

虽然寒风凛冽 但学校的服务很暖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津南区出现新冠肺炎阳性病例以来，封控区内咸水沽第七小学
的孩子们精神状态如何？生活状况如何？昨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1月8日清晨，天还没亮。还在睡梦中，咸水沽七小四年级学生
萱萱就被爸爸妈妈急匆匆地推醒了。

妈妈告诉萱萱，学校里有同学感染了新冠病毒，从此刻起，大
家就要勇敢起来，和病毒“战斗”！为了胜利，一些同学已经去外面
集中“战斗”了，而她和一些同学则不能出门，需要在家保护家园。

此刻窗外，天色漆黑，但家家户户亮着灯光。楼底下，到处是
身穿防护服的“大白”。

新冠病毒是个“怪兽”，会咬人，老师们早就给萱萱讲过。听
妈妈说这个病毒“欺负”了同学，萱萱一开始有些不安和害怕。
“妈妈说，我们怕病毒，但病毒更怕医生叔叔和阿姨，他们会

保护我们，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怪兽’!”萱萱说。
接下来，学校老师们忙碌地统计着各种信息，没有时间休息。
天寒地冻中,“大白”们用棉签和试剂作为武器，指导居家隔离

的孩子和家长。
家长们说，从开始的不安到自律和勇敢，居家隔离的孩子收

获着各自的成长。
“曾经一起玩过的小伙伴感染病毒了，学校里也有很多同学

去集中隔离了，我在家里为他们加油，也为我们自己加油。我不害
怕，会服从命令听指挥，等着他们健康归来！”咸水沽七小五年级学
生浩浩说。

学习、运动、做手工、绘画……这些日子，孩子们虽然不能像那
些叔叔阿姨一样去“战斗”，但他们争做勇敢的小战士！

三年级的小冉每天7时准时起床，和爸爸妈妈一起跳操，小冉
妈妈说，作息规律、加强锻炼，也是“战斗”！

小虎今年11岁，是个爱读书的孩子，这个寒假，他的计划是通
读《唐诗三百首》，另外还要读完丰子恺的《白鹅》。小虎说，要努力
学知识、学文化，长大也要像志愿者和医生叔叔阿姨一样，有能力
去保护别人。“在大家都不敢出门的时候，医生、志愿者却冒着危险
坚守岗位。他们是最勇敢的人，我将来也要做勇敢的人。”小虎在
日记中写到。

包包子、下面条、炒米饭……在咸水沽七小的微信家长群里，
学习做家务、练习下厨的孩子也不少，在特殊时光里，懂得“一餐一
饭来之不易”的小朋友已经开始有了担当。

一声感谢，一句“阿姨辛苦了”……连日来，孩子们一句句发自
肺腑的话语让上门做核酸检测的医护人员感动不已，“大白”们一
句“宝贝加油”也给了孩子们力量和勇气。
“爱”是一场双向奔赴。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变好。送给

每个“小可爱”一朵“小红花”。

■ 本报记者 王睿

“看到天津出现疫情，我们援藏医疗队作为
天津派出的白衣战士，内心焦急，愿为家乡贡献
自己的力量，以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健康体魄，加
入到抗疫队伍中去。全体队员愿与全市医务人
员共同担当，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月12日下午，市合作交流办收到一封署名
为“天津市第九批援藏医疗队”的“请战书”，队里
21名成员全部在“军令状”上签下名字。事实上，
我市第九批援藏医疗队从西藏回到天津，还在休
假阶段。然而，全队一致表示，“要冲向抗疫一
线”。市合作交流办支援合作二处副处长张金
友告诉记者：“我们17时收到的‘请战书’，第一
时间联系了市疫情防控指挥部，18时收到指挥
部回复后，立即通知援藏医疗队的队员。不到
一个小时他们就集结出发了，速度非常快。”

按照指挥部调度，队员们被分别派往河
东区中山门街和大王庄街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以及部分养老院、学校、地铁站等核酸检
测点位进行增援。大家顾不上吃饭，快速换
上防护服接受培训。当天20时左右，队员们
陆续“上岗”。

■ 本报记者 徐杨

“大夫，我可能是宫外孕，可我是‘橙码’，
该怎么办？”1月11日下午，中医一附院妇科值班
医生默秀婷接到一个“特殊”来电。默大夫安
抚孕妇情绪、了解相关情况后，立即向科主任
汇报患者病情，向医院感染管理处报告情况，
向西青区疾控中心报备。

血清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数值较高，彩超却
显示子宫内未见明显孕囊，附件区可见包块，
高度可疑“异位妊娠”……孕妇的情况随时可
能发生变化，出现异位妊娠病灶破裂、腹腔内
出血、失血性休克等情况，危及生命。中医一
附院各级负责人的回应异口同声——患者的
生命安全第一。

这名孕妇正好住在西青区的管控区内，健
康码显示为“橙码”，在社区已经做过一次核酸
检测，结果呈阴性。按照防控规定，抵达中医
一附院后，立即为她再次进行核酸检测，随后
经绿色通道收入隔离病房。与此同时，在全程
二级防护下，医护人员有条不紊地做好了术前
准备，一台特殊的腹腔镜下异位妊娠病灶切除
术开始了。随着手术圆满完成，患者脱离了生
命危险，在全程防护下回到病房休养。

这场“战斗”刚刚结束，一场新的“战斗”又
来临了。

一名54岁的阿姨腹痛难忍，家属急得团团
转。这位阿姨也是家住管控区，健康码也是
“橙码”。家属拨通120后，急救车将这位阿姨送
至中医一附院普外科急诊，确诊为急性坏疽性
阑尾炎，需要急诊手术挽救生命。

普外科立即按照紧急处置程序，启动“橙
码”核酸阴性患者收治流程。普外科、麻醉科、
手术室联合紧急行动，为阿姨实施麻醉和手
术。术中发现，她的腹腔中有近50毫升脓液，阑
尾全程坏疽，小肠、侧腹壁、盲肠、升结肠包裹
粘连，情况非常危险。由于手术及时，目前阿
姨的情况稳定，已脱离生命危险。

连续两场“战斗”结束，完全按照假设阳性
患者的标准进行救治。穿戴着防护服和隔离
面罩的医护人员早已汗流浃背，但是，他们没
有一人叫苦叫累，因为让患者转危为安是他们
共同的心愿。

■ 本报记者 孟若冰

“来，身份证，手机号，可以了，下一位。”1月
12日下午，在南开区体育中心街凌奥花园社区采
样点，超快的登记检测速度让居民称赞不已，“这
招儿行，咱就拿个身份证，他扫咱，速度快多了！”

1月12日，全市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记者发现，第二轮核酸检测采样过程和首轮的
不同在于，市民无需再提前登记个人信息，只需
拿着身份证，让采样人员用手机App扫一扫，核
对确认后即可顺利完成登记。
“这次的方法，省去了现场引导居民操作的

环节，节省了大家排队的时间，大大提高了效
率。”已经组织过两轮大筛的采样点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为实现“百姓操作少、有序不
断档”的目标，市委网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
对核酸检测的工作部署、技术手段、保障措施等
环节进行了优化，新系统通过操作人员手机下
载App，实现核酸检测样本从采集、封箱、转运
全流程信息化记录。小小方式的转变背后，是
技术骨干的昼夜奋战、反复测试，用“代码”的精
度，跑出了战“疫”加速度。

封控区内，咸水沽七小的孩子们怎样了？
学知识 长大做保护别人的人 有担当 居家隔离中收获成长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陈振

日前，在紧张有序的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中，宝坻区大唐庄镇
大唐庄村的检测现场出现了一条特殊的通道：“小红花”通道。

原来，大唐庄村是大唐庄镇人口最多的一个村，检测压力比
较大。在检测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由于很多孩子没有身份证
和手机，只能用家长的智能手机录入或拿着户口本在现场填写，
操作起来效率比较低，影响检测进程。

村“两委”讨论后决定，在原有的两条登记、检测通道的基础上
再加一条，作为孩子的特殊通道，一个孩子最多允许一名家长陪
同，登记后在专门位置等待，10人一队到检测口进行检测。就这
样，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下，“小红花”通道建立了，三条通道高效运
转，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

当村里的大喇叭喊出“孩子检测有特殊通道”时，村民们打心
底里高兴，“这样既能让孩子‘少受罪’，又能让成年人的队伍更高
效，真是一举两得。”

■ 本报记者 刘国栋 通讯员 单福春

“妈妈，我想抱抱你。”一句温柔的童声，让正在进行核酸检
测采样的朱艳华“蒙”了。

1月12日中午，在东丽区新立街道金色雅筑核酸检测点，东
丽医院的医护人员朱艳华正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尽管防护服
把她裹得很严实，但12岁的女儿石铂凡还是认出了她。

当日中午，东丽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开始，石铂凡
和奶奶接到社区通知，一起排队进行核酸检测采样。令她意外
的是，给她做咽拭子采样的竟是自己的妈妈。对石铂凡来说，
是意外，更是惊喜，因为她已经一个多星期没见到妈妈了。

采样完成后，石铂凡与妈妈对视一笑，深情地说了一句“妈
妈，我想抱抱你”。她起身向前，伸出了双臂，但朱艳华立即摆了
摆手，比画出一个停止的手势，并指了指出口。石铂凡缓缓收起
胳膊，恋恋不舍地与妈妈挥了挥手，还不忘说了声：“妈妈，加油！”
“我懂得妈妈的意思，她怕耽误后面的人，也为了防疫安

全。”石铂凡说，“我瞬间明白了妈妈工作的意义，我为有这样一
位妈妈感到自豪。”

突然见到非常挂念的女儿，朱艳华坦言很开心，也很激
动。“虽然知道要去我们家所住的小区进行采样，心里也挺期待
能遇见女儿，但当时我们分了两组，所以就没告诉孩子。”朱艳
华笑着说，“等任务完成后，回家再好好弥补她。”

厚厚的防护服，让一个简单的拥抱变成了母女俩的奢望。朱
艳华说：“不仅仅是医务工作者，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都是舍‘小
家’为‘大家’，只要我们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一定能战胜疫情。”

宝坻区大唐庄镇大唐庄村开启特殊检测通道

守护每一朵“小红花”

核酸检测现场

女儿遇到“采样员”妈妈

援藏医疗队放弃休假加入抗疫队伍

一封滚烫的“请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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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一附院救治两名“橙码”急症患者

两场有惊无险的“战斗”

直击核酸采样登记新方式

不用先登记 只需“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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