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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中的“大白”守门人 疫情无小事 细节记心间
——记市口腔医院种植科医师李朝阳

■本报记者 徐杨

“一楼那家的大爷听力不好，一会儿敲门和说话得大点儿声。”
“三楼那家的老奶奶视力不好，动作有点慢，咱们耐心多等等。”“五
楼那家的小女孩采核酸还是害怕，一会儿多哄哄。”

作为市口腔医院支援津南区核酸筛查“百人团”中的一员，口
腔种植科医师李朝阳和队友们每天负责为鑫旺里南区63号和64
号楼的居民上门进行核酸采样。

时间久了，上门的次数多了，楼里这家有几口人、孩子的姓名
怎么写，很多细节李朝阳都已经了然于胸。每次入户前，他都会跟
队友互相提醒，采样时要对一些重点户居民特别留心。

昨天一早，雪后降温，寒气袭人。“全副武装”后的李朝阳和队
友带上核酸采样装备，出发前往单元楼，湿滑的路面也使得他们脚
步比平时慢了很多。

敲开居民家门，核对采样信息，做好准备，开始采样。“张大爷，
测核酸啦，您慢慢来不着急，有点难受您忍着点啊。”“李大娘，今天
挺好的吧，我们又来了。”“小朋友，你好乖呀，张嘴给我看一下呗。”
“小姑娘，别着急，等下次下雪你就可以出去堆雪人了！”

李朝阳不仅会叮嘱居民们做好个人防护，保持个人卫生，做好
消毒；还会将最新的防控要求告诉他们，让大家不要紧张，正常生
活，每天还和居民们互相加油打气。
“任务完成，咱们归队啦。”夜幕降临，李朝阳和队友完成一天

的工作，向筛查点位走去。“爬楼出汗一时爽，出楼冷风透心凉。雪
天采样，‘大白’这个称呼还挺应景的。”行走间，李朝阳还不忘苦中
作乐，跟队友调侃起来。

公交“逆行者”舍小家护大家
——公交“逆行者”执行转运任务一瞥

■本报记者 苏晓梅

19日2时，董虎驾驶转运车停到指定停车场，一下车，深夜的
寒冷就让他打了个寒战。
“今天任务安全完成。”走向驻地的路上，和过去11天一样，他

都会第一时间掏出手机给妻子发一条平安微信。
48岁的董虎是市公交集团滨海公司津港车队 186路驾驶

员，1月8日车队接到紧急通知，需要组织人员车辆支援转运工
作。作为党员，董虎第一时间请缨。

1月9日16时，董虎和首批执行任务的团队一同出发，在进入
津南区前，他心情复杂，母亲四天前刚做完手术，他担心母亲惦念。

记者看到当时董虎和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儿子去吧，妈支
持！但是各方面要注意。”“放心吧！娘，原谅儿子不孝了！您的腿
没好又赶上过年。”“国家平安，小家才平安！妈支持。”

正是母亲这句话，让董虎吃了“定心丸”，他一门心思扑在任务
上。尽管转运任务和驾驶员的日常工作性质相同，但强度完全不
同。董虎投入工作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9日到驻地，21点刚安顿
好，董虎想弄点晚饭，没想到刚过5分钟就来了任务，10日凌晨
1时才回到驻地，草草吃了方便面后，刚躺下休息，没想到2时45
分新的任务又来了。完成转运任务，已经是10日11时30分。

目前，公交集团驻津南区防疫转运组中，像董虎这样的公交
“逆行者”有百余位，他们舍小家护大家，用责任心和守护百姓平安
的决心，构筑着防控疫情的坚实防线。

■本报记者 耿堃

变身“大白”守门人，隔着医用隔离防护面罩看雪花
飘落。马依萌想不到这样见证了2022年第一场雪。

作为静海区朝阳街道的社区工作者，她与静海区另
外104名社区工作者、干部组成静海区驰援津南区社区
工作队，16日下午抵达。

为了工作方便，工作队要求直接进驻封控区兆和园
小区。兆和园有13个楼门，工作队分出26人专门值守楼
门，保证居民遵守疫情防控要求。

帐篷就是他们的宿舍，靠小电暖气取暖。“休息的时
候也得穿着棉衣棉裤。”马依萌说。

21日她是晚班。上岗时，天空阴沉沉的。没有“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惬意，此刻她在意的是确保在
岗时不出问题，守住一个楼门就堵死了一条有潜在病毒
传播风险的通道。

封控区足不出户是硬道理，但是居民的日常生活必
须有保障。工作队成立垃圾清运队，定时清理居民生活
垃圾，确保楼道干净整洁；协助做好蔬菜食品配送工作，
确保居民“衣食无忧”；为进一步提升精准定位服务内

容，“居民诉求清单”发放到每个守门工作人员手中，形成
一套群众“点菜”、组织运送、“大白”配送的服务体系。

昨天夜班结束后，稍事休息，马依萌和战友们又投入
到清雪工作中。
“可爱的志愿者们：你们辛苦了！在这寒冷的冬天给

我们带来温暖。8号楼居民向你们表示感谢！谢谢你
们！！！”贴在门口的纸条，也温暖了风雪中守卫的静海区
社区工作者们的心。

最让他们开心的是，昨天早晨，兆和园降级成管控
区。鏖战将近一周，胜利的曙光初现。

公安津南分局南环路派出所内勤女民警孙雪主动请缨参与封控区执勤任务。她的执勤点位恰好在自己居住的社

区旁，虽然近在咫尺，但她和孩子已经近半个月没见面了，她只能远望着小区表达思念。雪夜中，孙雪坚守岗位，守护

着社区的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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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洋洋

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昨天一早，津南区咸水沽镇
丰达园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与天津市第四中
心医院的140多名医务人员会合到一起，开始当天的入
户核酸采样工作。
“为保证整个核酸采样流程快速、高效，我们将核酸

采样队分为70个小组，每个小组按照2＋2的比例，由两
名医生和两名社区志愿者组成。”咸水沽镇包保丰达园
社区的副镇长朱冠明说。

目前仍处于封控区的丰达园，是咸水沽镇最大的还
迁社区。小区里住着的居民都是咸水沽镇10个村子还
迁的村民，目前共有近万人。

风里雪里，采样队员全副武装，防护服、N95口罩、护
目镜、面屏、手套、鞋套一个也不能少，消毒、拆包装、取棉
签、采集……一系列看似简单的动作，体现出医务人员的
细心与耐心。

丰达园入户采集共47栋楼，每栋楼28层、每层 4
户。负责入户采集的人员穿着防护服，提着采样箱，一层
层爬上楼，一家家上门采样。雪水融化打湿了他们的防
护服和防护面罩，双手冻得麻木、红肿，但大家根本顾不
上这些，训练有素、各司其职地进行着核酸检测采样工
作，争分夺秒，协同作战。

据介绍，目前共有300多名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奋战
在丰达园战“疫”前沿，大家纷纷表示：“齐心协力，战‘疫’
到底！”

■本报记者 马晓冬

昨天一早，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警察体育教研部
副主任崔建军来到津南区物美超市小站店，和同伴们一
起在门前清雪，为超市的营业做准备。最近几天，这个
从业20多年的警官“改行”成为一名超市员工。

作为支援津南区的党员干部，包括崔建军在内的42
人被安排协助物美超市保障当地的市场供应。这家超
市在津南区共有6个门店，除日常营业外，还承担了为封
控区、管控区运送物资的任务，业务十分繁忙。

运货、分拣、打包、整理库房……大家被分配到不
同门店边学边干，和其他超市员工一起，每天早上7点

多到店，晚上9点多才回住处休息。繁忙的工作让崔
建军感到疲惫：“我们这个团队来自天津警院、市水务
局、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市委办公厅、市政务服务
办、市民政局几个单位，一下子角色转变这么大，大家
都在努力调整。疫情之下，超市作了很大贡献，员工
也在顶着压力工作，所以我们更要继续坚持，让居民
们放心。”

物美津南区疫情保供负责人苏子林告诉记者：“我们
的香堤广场店覆盖了几十个被封控、管控小区的线上业
务，单量比之前大很多，春节前到店顾客也增加了，这些
干部来了之后确实为我们减轻了负担，他们很有责任心，
几天下来对业务也更熟悉了。”

漫天飞雪中 守好进京路

雪中出征 战“疫”到底

超市里来了“特别”店员

■本报记者 陈忠权

“请停车，您去哪里？”昨天9时，漫天飞雪中，一辆黑
色轿车向着卡口驶来，现场值班员王新明立即举起红色
停车牌，迎上前去，拦住汽车，开始询问。“我想从这里开
车进入北京。”司机回答。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严禁任何车辆从卡口进入北

京。请您返回，前往附近的大沙河公安检查站、城王路公
安检车站进京。”王新明告诉司机。王新明所在这个道路
卡口，就是武清区高村镇董碱路卡口，位于京津交界处，属
于武清区3个进京通道公路卡口之一。

为了守好各个卡口，由武清区交通局、公安武清分
局、武清区卫生健康委（高村镇卫生院）、高村镇政府4单
位组成值守队伍，每天安排18名值班人员分3班值守，24
小时严阵以待。

在武清区大王古庄镇城王路北侧有一个大型公安检
查站，这里是武清区第三个进京通道公路卡口，凡是进入
北京的车辆均需在此接受相关查验。为加快进京车辆查
验和通车速度，武清城王路公安检查站已与紧邻的北京
通州兴隆庄公安检查站合二为一。
“为全面搞好疫情防控，我们每天派出值班人员在此

检查站协助疏导车辆，助力交通更加顺畅。京津携手，共
守进京路阻断疫情传播渠道，坚决筑牢首都疫情防控‘护
城河。’！”武清区交通局局长黄占国表示。

■本报记者 刘国栋

“我父亲患有脑血栓和冠心病，1月19日早晨只剩最
后一顿药了，如果断药，父亲会有生命危险的……”

简短的几行字，瞬间引起了东丽区网格中心工作人
员孟维东的注意。“从1月18日下午6时半受理算起，距
离工单中提到的断药时间仅有12小时了。”孟维东当即
联系了求助者曹宇鹏，详细询问了相关情况。

原来，家住津南区咸水沽镇的曹宇鹏，前几天从网上给
父亲订购了几盒药，受疫情影响，快递件被滞留在东丽区机
场顺丰快递站点，他立即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

孟维东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给了区运管局。“我们一
刻没有耽搁，马上联系机场顺丰快递站点。”区运管局执法
支队队长高德松表示，很快，药找到了，可怎么送到封控区
的需求者手中呢？最终，孟维东决定，通过运送物资的途
径，把“救命药”以最快的速度安全送到目的地。

稍后，高德松联系在宁静高速金桥检查口执勤的同
事，找到了向津南区运送防疫物资司机师傅李杰的电
话。“津南封控区一位群众急需送药，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您可以帮忙吗？”没来得及吃晚饭的李杰，二话不说就上
了运输车。当晚9时，在宁静高速金桥检查口，李杰拿上
高德松送来的“救命药”，火速赶往津南区。

晚上11时多，正准备休息的曹宇鹏听到了敲门声，
“这是您买的药吧，给您送来了，希望没耽误事儿。”一听
是父亲的药到了，曹宇鹏彻底放下了心。

■本报记者 姜凝

1月21日晚，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一间由教授、辅导员和
学生自发组成的“妙手理发屋”开张，成为校园封闭管理期间一桩
暖心事。

据了解，疫情突发后，天大北洋园校区执行封闭管理。虽然
学校为在校1.5万余名学生提供了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但校园
里平日只有一家理发店、几名员工，封闭管理后，不少同学为理
发犯了愁。

机械工程学院是天大北洋园校区里学生人数较多的学院之
一，在校师生超过2500人。了解到这一需求后，学院领导班子克
服困难，多方协调购进10套理发工具套装。经过一番布置，学院
大楼里的“职工小家”活动室被迅速改造成一间简单却温馨的“妙
手理发屋”。

2020级机械专业硕士生王少伟是名退役兵，在部队里练就了
一手理发“绝活儿”，辅导员洪爽曾给男友剪过头……一批师生主
动为同学们提供理发服务。让同学们惊喜的是，机械工程学院副
院长、动力学专家曹树谦教授也在理发屋“正式上岗”，拿起工具为
学生们剪起头发。曹教授白天有大量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晚上
一空出时间就会来理发屋“上夜班”给同学们服务。“读研时我也常
和室友们互相理发，没想到时隔30多年，这点‘手艺’为学生派上
了用场，挺自豪！”

校园封闭管理 教授给你“洗剪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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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接力“救命药”送入封控区

昨天清晨，津城初雪，津南区米兰花园外，天津食

品集团临时帐篷服务点，仅一上午的时间就收到40多

份的订单。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杨凤静 摄

■本报记者 曲晴

昨天凌晨，津城迎来了2022年的首场降雪。当大家
还在睡梦中时，环卫工人已经星夜出动，上路清雪。
“雪情就是命令！大家手头再利索点，加把劲！”22

日凌晨4时，天寒地冻，津南区城市管理委环卫清扫队队
长张玉增却累得满头大汗，此时正与环卫工人们在津歧
公路上奋力推雪。
“有许多工人在封控区里，出不来，现在一个工人要

干两到三个人的活。”张玉增告诉记者，为了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的环卫保洁，从1月9日开始，他就一直坚守在一
线扫保，晚上住单位里，随时待命，“虽然辛苦，但这些事
总得有人来做，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我先跟你们把咸水沽镇的南华路段打通，这离封控

区和津南医院近，要保障道路通畅，千万不能结冰。我们
快点扫，就是为疫情防控出力！”张玉增对南华路段的带
班班长李桂圆说完，就手拿除雪板加入其中。大家将推
雪板一字排开，形成了一道强力推手。

对路边难清理的角落，他们就用铁锹铲雪，再用扫帚
收堆，还要将雪中混杂的落叶、塑料袋等杂物拾起来，装入
废品袋……这样一直忙到早上8时，环卫工人们才找背风
的地方，匆匆吃口早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清雪作业。

“快点扫，就是为防疫出力！”

近日，市三中心医院为24名生日在一月的支援津南医疗

队队员举办了一个“特殊”的集体生日会。慰问这些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战士”。 本报记者 王倩 通讯员 陈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