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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挂号到完成药品分发，津南区新城社区的购药志愿者用时比前一次缩短5个小时左右——

有了购药小组 没了断药之忧

我市公布第281—320例阳性感染者详情

1月19日18时至1月20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19日18时至1月20

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502例（中国籍452例、菲律宾籍11例、美国籍5例、乌克兰籍
4例、波兰籍4例、印度籍3例、法国籍3例、意大利籍3例、委内瑞拉籍2
例、韩国籍2例、日本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例、哈萨
克斯坦籍1例、立陶宛籍1例、西班牙籍1例、新加坡籍1例、印度尼西
亚籍1例、马来西亚籍1例、突尼斯籍1例、缅甸籍1例、摩洛哥籍1例），
治愈出院441例，在院61例（其中轻型22例、普通型39例）。
1月19日18时至1月20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累计474例，尚在医学观察27例，解除医学观察386例，转为确
诊病例61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40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415例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第43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43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第44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均于昨日从海河医院
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43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第43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

者、第436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均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月20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

者29259人，尚有1013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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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我市公布第281—320例阳性感染者基本信息。目前，这
40例阳性感染者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做进一步诊断治
疗。流行病学调查、涉疫人员排查管控、环境样本采集等
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现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阳性感染者281，男，49岁，津南区双港镇人，系密接
筛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82，女，6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托幼
机构儿童，系密接筛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
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83，女，35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
筛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84，女，3月龄，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
点人群筛查检测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
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85，女，29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社
区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
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86，女，23岁，东丽区华新街人，系社区
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87，男，27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
筛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88，女，9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咸水
沽第四小学学生，系密接筛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
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89，男，47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
人群筛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
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90，男，26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
人群筛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
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91，女，82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
人群筛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

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92，男，64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人

群筛查发现，1月14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93，男，61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人
群筛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94，女，47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人
群筛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95，男，65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筛查
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96，女，46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重点
人群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
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97，女，16岁，津南区双港镇人，双港中学
学生，系密接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
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98，女，48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重点
人群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
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299，男，2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筛查
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00，女，84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筛
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

阳性感染者301，女，57岁，津南区双港镇人，系密接筛查
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02，女，31岁，津南区双港镇人，系密接筛查
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03，女，54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人
群筛查发现，1月14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04，男，25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人
群筛查发现，1月14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05，女，12岁，西青区大寺镇人，富力中学
学生，系密接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

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06，男，2岁，西青区大寺镇人，系密接筛查

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07，男，24岁，津南区双港镇人，系密接筛查

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08，女，27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人

群筛查发现，1月14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09，女，23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人
群筛查发现，1月14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10，女，60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重点人
群筛查发现，1月14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11，男，46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筛
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12，女，62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密接筛
查发现，1月15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13，女，37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密接
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14，男，11岁，津南区辛庄镇人，高庄子小
学学生，系密接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
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15，男，3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托幼机
构儿童，系密接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
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16，男，47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密接
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
阳性。

阳性感染者317，男，17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咸水沽
第一中学学生，系密接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
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18，男，59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筛查
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19，女，55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集中
隔离点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
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320，女，35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集中
隔离点筛查发现，1月16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
结果呈阳性。

■ 本报记者 耿堃

1月20日，大寒。
早7时，天光微亮，志愿者刘楠、侯明甫、张欣岩、张

晞萱、贾明然集合，拿出津南区新城社区居民购药信息
登记表、每名购药居民的证件、预交现金数额进行核对。
退伍军人刘楠，被这个购药小组的成员尊称为“楠哥”，

是小组的“大脑”。
“今天咱们得换一套打法了。从现在开始，第一天

统计购药信息，转天一早去津南医院取药。”
“换打法”是因为19日12时他们到达津南医院，回到

社区已是晚上8时，所有药品再交到居民手中已过了晚
上11时。“以前，我们都是统计截止到当天早上10时30
分的购药信息，中午到医院。现在到津南医院购药的社
区志愿者越来越多，去晚了用时太长，小组成员也太疲
惫。改为两天去医院一次。”昨天8时15分，新城社区购
药小组已经排队挂号，这次需要为24位居民购药。他们
把有“门特”等特殊需求的居民证件单独摆放，以免挂号
时忘记。
“小侯，你先去开药。”购药小组先挂需求人数少的科

室，一个科室挂齐后可以先到该科导诊台登记，加快速度。
“现在是叫一个社区号，然后是四个普通号，如此

穿插进行。”中医科和便民门诊导诊员告诉记者，有志
愿者提供购药服务的社区越来越多,社区购药志愿者需
要先在导诊台手写登记，按登记先后顺序叫号。“19日
我这儿就有27个社区的志愿者来开药，最多的一个社
区挂了60多个号，一直忙到晚上10时以后才结束。为
了不让普通患者等太久，我们采取了交替叫号的措
施。”这位导诊员说。
社区购药志愿者挂号时间长，津南医院特别开设了

志愿者窗口，与普通患者分流，减少后者等候时间。
8时49分，张欣岩进入脑系科诊室。“你说的这药，我

们这儿可能没有。”65岁的史俊杰医生，一边说一边往电
脑里输入药名。“还真有！最近新调了不少药过来啊。”
3名患者的药开齐后，张欣岩马上去交费取药。没

过多久，张晞萱也走进便民门诊诊室，大部分居民的药
由这个科室开出。“开出10个人的药，就把单子递出来，

我们去取。”刘楠嘱咐。“这样能快，特别是如果有中药的
话，需要称重，时间长，如果先交费了，能节省不少时间。”
刘楠规划的工作流程，完全是统筹方法现场教学。
“先把医保卡、钱、挂号条装到对应居民名字的信

封……”刘楠一边交费，一边指导贾明然，她第一次参与购
药。“小组的每名成员每个环节都干过，同时要加入新人。
这样无论谁有事不能来，购药都不受影响。”高大的刘楠虑
事缜密。
饶是如此，也有意外。18日购药的一名居民没有说

明自己要取的是预约药，门诊医生开具的药品，名称、生
产厂家都符合居民要求，但是规格不同，居民希望能退
药。昨日，刘楠和药房沟通后，得知已取走的药不能退
换。“居民说不能退自己就留着，可我们还是希望能取到
他们想要的药。”
正说着，电话又来了。刘楠赶紧又和药房沟通。
“您看这种药，是蓝色盒子的吗？医生说是白色盒子

的，居民给我们的图片是蓝色的。”
“我们从电脑上能确定药品名称、生产厂家、规格都一

致，但是看不出包装颜色。”
他马上和居民联系，对方表示可以取药。
将近中午12时，购药小组回到新城社区。
“钱一定要对上，有的人医保卡里有钱，有的没钱，看

清楚现金支付多少钱。”刘楠笑言，“咱可不能赔喽。”
购药小组把每个袋子里的药、卡、钱取出核对无误后，

进行消杀。全部完成，再通知居民来居委会取药，行动不
便的还要送药上门。
“我开了28天的药。他们真是辛苦，饭都没吃。”买降压

药的社区居民陈先生，感谢购药小组解了自己断药之忧。
两个小时后，药品发放完毕。从挂号到完成药品分

发，用时比前一次缩短5个小时左右，刘楠的“新打法”
初见成效。此时，各楼门志愿者已经在收集下一轮购
药信息。

南开区阳光100国际新城的大筛方案“升级版”获赞

每一次全员大筛都是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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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立红

1月 16日傍晚，结束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该下班了，武清
区人民医院检验科检验师李正却犯了难：早上出门太早了，
女儿还在熟睡，晚上回去怎么面对是个问题。当天早晨，身
为护士长的妻子孙伟随武清区抗疫医疗队驰援海河医院去
了。临走前几天，获知消息的6岁女儿蒙蒙和妈妈难舍难分，
孙伟答应给女儿买一只玩具熊作补偿。然而，直到出发，也
没兑现。想到可能会看到女儿失落的眼神，冷静内敛的李正
动起了柔情。

平时，李正没有此类购物经验。他向同事们打听，又开车
转了一大圈，终于买回一只玩具熊。果然，蒙蒙见到大熊又倚
又靠，脸上的笑容让李正悬着的心放下了许多。

生在一个双医护人员家庭，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蒙蒙承
受了同龄人没有的沉重。两年前，孙伟随第一批天津支援湖
北医疗队支援武汉，进“红区”与病毒面对面“战斗”。那一次，
孙伟在武汉工作了52天，加上后期隔离的14天，时年4岁的蒙
蒙整整66天没见到妈妈。
时隔两年，孙伟再次奔赴抗疫前线，夫妻二人都很平静，因

为有规范的防护、专业的老师指导和优秀的医护团队相随。女
儿已经接受了父母从医的现实，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情绪管理。
这不，一只玩具熊就让女儿绽放了笑容。

这些天，李正也不轻松。除了本院检验科微生物实验室的
工作，还要去区核酸检测实验室帮忙，接连三次大筛，跑前跑后
不得闲。有细心的志愿者发现，他走路一瘸一拐，以为他是累
的，实际情况是李正一只脚踝因韧带损伤于去年9月做了手术，
因疫情突发而耽误了该有的康复治疗，现在每走一步都很疼。
即便如此，他一次大筛都没落下。

17日中午，孙伟这次离家后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第一句
话就是报平安，让家人放心。得知爱人已经把玩具熊买回家，女
儿很喜欢，孙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54栋楼宇、193个楼门、6202户、19000余人……作为
我市最大型的居住社区之一，南开区体育中心街道阳光
100国际新城社区有“三多”，人多、楼多、租户多,每一次
全员大筛都是一次新的考验！
“手擀面刚做得，喊我下楼去测；测完上楼，面还

热着，接着吃”“我们两个80岁以上的老人，没几分钟
就在北园采样点做完核酸检测了，免去了排队受冻之
苦！”15日中午，第三次全员大筛时，社区各个群里热
闹一片。
时针拨回到几天前，业主群里可不是这个光景。“第

一次筛查时排队时间长，大伙儿没少提意见。”阳光100
北园的王女士感慨，从“吐槽”到点赞，这背后饱含着大
家的付出。
社区党委书记王叩介绍：“一筛的每条意见我都看

了，主要集中在排队时间过长、信息通知不及时两个方面。”

这让王叩下决心：建群。发动志愿者、在职党员、物业管家，每
个园以楼为单位建群，在54个“楼群”基础上，召集每个群的志
愿者建“喇叭团队群”，有的楼每层有8户，就在这8户里找到
一个党员负责人，有防疫的消息从“喇叭群”向所有群辐射传
递，保证不留一个死角。
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阳光100社区分

为东园、西园和北园，由于社区太大，北园的居民走到采样
点就要15分钟，对老人而言出行就更困难。北园居民黄先
生在群里提出能不能在每个园设采样点。
每增加一个采样点，就意味着要增加一整套的人力、

物力。“没想到当天中午就开始搭帐篷、摆台子。”家住西园
的李女士告诉记者。
方案有了“升级版”，仿佛在居民心里点燃了一团火。大

伙儿超高的支持度和参与度也让接下来的核酸检测进行得
非常顺利。“群众才是最可爱的人，只要把他们的需求放在
心上，沉下心去听心声，真心实意解难题，他们就会给你毫
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几天只睡了两个小时，此役却让王
叩很兴奋，他表示，这不会是方案的“终极版”，他和他的团
队会把这54个“楼群”作为“社区治理精细化、疫情防控精
准化”的基石，把以后的工作做细、做好。

战“疫”夫妻别样爱

每次核酸采样，西青区中北镇福雅社区志愿者顾天琳（左）都会

为医务人员和其他有需要的人送去暖贴和热饮等，帮助大家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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