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妈妈去打病毒了，她真的很厉害！”

在战“疫”的这些日子里，很多勇敢且有担当的新区人“逆行”武汉，在一线奋斗着，他们的故事感染着我们，也
让我们时刻铭记。他们是“疫”线的追光者，也需要有光照向他们，因为所有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温情的力量。

建设“火神山”“雷神山”24天 曾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未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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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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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一线战疫 保护野生动物战疫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赶紧联系

北大港水库湿地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还是把它

送到保护中心去治疗吧！”3月12日上午，在小

王庄镇北大港农场执勤卡口，北大港农场水电

管理所党支部书记魏明生一边忙着为受伤的

大雁包扎伤口，一边让同事们拨打求助电话。

原来，当日上午10时左右，由小王庄镇信

访办主任刘胜、魏明生及工作人员王红军、高

锁利、宁立海组成的防疫巡查队伍在农场片区

巡检过程中，发现一只疑似受伤的大雁蜷卧在

路边。走近后，巡查队员们发现，大雁的右翅

膀有伤口，还滴着血，虚弱得已站立不稳。队

员们深知大雁是国家保护动物，于是当即把它

抱回了执勤卡口进行施救。据北大港水库湿

地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初步鉴定这只大雁

是由于飞行时的碰撞导致翅膀骨折，推断可能

是起飞或落地时出现的撞伤。待受伤大雁痊

愈后，工作人员即将其放回北大港湿地自然保

护区。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会在镇域范围内特

别是显要位置悬挂、张贴爱鸟护鸟的布标、宣

传画，并组建义务护鸟巡逻队，每天轮班到湿

地大堤等处巡逻，为候鸟们撑起栖息的‘安全

网’。”刘胜告诉记者。目前，小王庄镇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及各村志愿者等已经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昼夜巡护，确保疫情防控期间，辖区湿

地自然保护区内鸟类的安全。

时报讯（记者 张智）今年 3 月 12 日是第

42个植树节暨全民义务植树运动39周年。大

沽街道蓝鲸岛社区筹备组把植树活动从线下

搬到线上，倡议辖区居民将插花、微型盆景、花

卉种植等成品拍摄成照片，与身边的小伙伴们

一起过个特别的植树节。

消息一经发布，辖区居民踊跃参与，有的

晒出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花卉，有的则在自己院

子里种起花来，还有居民跟邻居们分享自己种

植花卉的经验，邻里关系变得更为融洽。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始以来，大沽街道蓝鲸

岛社区筹备组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将以往在元

宵节、妇女节时开展的活动全部搬到了线上，

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引导健康文明

的风尚。

创新招法战疫
网上晒绿植照片

居民乐享线上“植树节”

市民提问：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各级政府

可以采取哪些人员、物资的征调措施？

滨海新区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解释说，《传

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

行时，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

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

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

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紧急调集人员

的，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合理报酬。临时征用房

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应当依法

给予补偿；能返还的，应当及时返还。”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履行

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

府，必要时可以向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救援所

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请求

其他地方人民政府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或者技

术支援，要求生产、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应急救援

物资的企业组织生产、保证供给，要求提供医

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运输经营单位，优先运送

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应急救援

人员和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

大雁翅膀骨折落地
农场卡口执勤人员爱心救护

法治同行战疫
疫情防控法律知识（十三）

铁路塘沽站：

本月城际和普列仍有多趟停运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昨日，记者从

滨海西站获悉，目前经停该站高铁列车

开行恢复至18列，尚有8列高铁停运中，

分别为：G1292，G6286，G1276，G2608，

D6733，G2607，G6721，G398次。目前开

行车次 18 列：上行方向 5 列：G1254、

G6274、G394；G1262；G1238；下行方向

13 列 ：G1299、G1265、G1205、G393、

G6273、G2629、G1201、G1253；G391；

G1237；G1261；G1225；G1703。

滨海西站：

开行高铁恢复至18列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日前，滨海

新区汉沽第二幼儿园作为保教质量发

展共同体的牵头园，携手成员园汉沽爱

加幼儿园以“多对一”关爱模式，为抗疫

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提供线上和线下的

多方面关怀，解除一线医务人员的后顾

之忧。

疫情防控以来，滨海新区多名医务

人员前往武汉进行支援，王梓宇小朋友

的妈妈王秀艳就是其中的一员。2020

年2月15日，作为天津第九批医疗队队

员前往武汉方舱医院，也正是从那一天

开始到现在，小梓宇一直没有妈妈的陪

伴。两个幼儿园的老师们带着精心准

备的玩具、文具、水果等礼物来到小梓

宇家中，与孩子一起读绘本故事，做亲

子游戏和手工制作。老师还给小梓宇

特别分享了绘本故事《我妈妈上班去》，

主人公小男孩在妈妈不在身边的种种

积极心理活动触动了小梓宇，他充满自

豪感地对老师说：“我的妈妈去打病毒

了，我就是有一点儿想让她回来，但是

她真的很厉害！”随后，小梓宇还和老师

一起为妈妈制作彩泥小礼物，并录制视

频为自己的妈妈打气加油！

汉沽第二幼儿园和爱加幼儿园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疫情结束前，老师们

会持续关注王梓宇小朋友的学习、生

活、心理疏导等方面，让医务人员安心

在抗疫一线“战斗”。

新区小伙儿驰援武汉背后
在奶奶的泪水中请战

董力明就职于山东华软金盾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平时

一半时间在家里办公，一半在全国各

地。1 月 28 日,得知“火神山医院”、“雷

神山医院”急需信息化建设人员的消息，

他决定报名。

得知儿子的决定后，爸爸妈妈虽然

很担心，但看到那么多人奋战在一线，犹

豫再三还是决定支持儿子。不过，最担

心他的还是奶奶。自爷爷去世以后，董

力明一直陪着奶奶一起生活，老人既不

舍也心有担忧，为此数次落泪。不过在

他的安慰下，奶奶也放心了。“参与建设保

障医院的网络、信息化设备稳定运行，就

能为更多病人争取生的机会。能在这么

多报名的志愿者中被选中，我觉得很幸

运。”董力明义无反顾前往武汉。

马不停蹄 一线抗疫

2月5日，董力明到达武汉“火神山

医院”，开启志愿支援抗击疫情一线工

作。由于机房的网络和电力方面都需要

现场对接开通，因此董力明坐在包装用

的泡沫塑料上吃完来武汉的第一餐后，

立即投入了工作。当晚他要调试两台信

息化设备，做了多年的技术支持工作，整

个调试过程对他来说还算顺利，调试完

两台设备已是凌晨3点。

在支援“火神山”“雷神山”期间，除

信息化设备建设任务、例行运维保障工

作外，董力明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

是协助完成 ICU 病房交付。为了能够

按时交付，董力明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

未合眼。

承担任务 争分夺秒

“火神山”的凌晨 4 点，董力明刚处

理完网络故障，此时鞋子已经被雪水浸

透，双脚几乎失去知觉，不住地揉搓着冻

得通红的双手，他正准备在仓库里休息

会儿。刚躺下，冰冷的湿气就从脚底传

到膝盖。他赶紧起身活动一下，来保持

体温。就这样，在仓库的椅子上，睡一会

儿，起身活动一会儿，一直到天亮。在之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一走路，双腿

就会刺痛。

在支援抗击疫情工作的24天里，董

力明在“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工

作400多个小时，打了一场又一场的“硬

仗”。在结束武汉战“疫”任务后，他已

于 2 月底返回天津，将于 3 月 13 日结束

隔离期。

线上询医问诊 患者好评不断

“您好，万女士，看到您预约了我们

的在线咨询，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的？”3 月 12 日下午，泰心医院外一科主

任路万里拿出手机，在互联网医院平台

视频连线前一天预约该时段互联网问诊

的万女士，并详细为万女士答疑解惑，并

建议其继续采取保守治疗。原来，万女

士的宝宝11个月龄，之前已经在医院确

诊为室间隔缺损先心病，因为孩子年龄

小不宜手术，目前在家用药。“宝宝喘气

快，吃奶也差，体重增长得也慢，多亏了

这个线上咨询，我们有问题不用出门就

可以和医院专家免费咨询病情，相比于

网络上的文字回复，‘面对面’让我们更

踏实。”万女士感激地说。

送药上门服务 范围遍及全市

据悉，泰心医院增设了心血管内

科、心脏大血管外科、血管外科、小儿心

外科、小儿心内科、高血压科、代谢科 7

个互联网诊室，22 名专家“组团”提供

“免费在线咨询”。同时，通过在互联网

医院，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复诊患者

提供“无接触式”诊疗服务。患者足不

出户，通过手机APP就可以根据个人的

疾病情况选择相应的医生，提前预约后

与医生视频“面对面”问诊，也可在家通

过互联网医院进行复诊和线上开药及

物流送药上门。从 3 月 1 日起，药品配

送范围从过去的滨海新区扩大到全天

津市，受益面随之扩大。

“父亲患有心脏病，定期在泰心医院

开药。这段时间，我从互联网医院咨询完

医生后，直接给他开完药并选择快递送药

到他汉沽街的家里，太方便了。”家住经开

区的市民许女士赞不绝口。记者在医院

一楼药房看到，门口处已经打包好的药品

快递有十几份，药师正在按照医生开具的

电子处方配药、核对、拍照、封箱。快递小

哥收到发货通知后，到医院逐一扫码录

入，最后装车送走。据介绍，在线开药送

药单日最高能达到100余份。

就诊患者满意度达98%

据泰心医院院长刘晓程介绍，2018年

6月泰心医院获批成为天津市首家互联网

医院试点。2019年1月1日，泰心互联网

医院正式上线，复诊患者通过微信小程序

在线问诊、缴费、开药，实时医保结算。运

行15个多月以来，线上复诊22347人次，取

药21620人次，物流药品配送6470份。疫

情防控期间，22位专家在33天里，已经为

1728人次提供线上免费咨询。医院计划

增设网上医院诊室的同时，还与向阳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互联网专病医联体

合作。据医院最新统计，仅38天，泰心互

联网医院线上复诊5050人次，网上开药

4606人次，送药到家2657次。经线上调

查，就诊患者的综合满意度达到98%。

时报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连续工作 40 多个小时未合

眼，摘下口罩时连耳朵上的一块皮

肤都带了下来。但能为武汉战疫

情和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建

设尽一份力，我感觉特别光荣和自

豪。”董力明3月12日接受记者视

频采访时说。

这位95后小伙子是滨海新区

杨家泊镇魏庄村村民，作为武汉

“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信息

化建设组的一名信息化工程师和

志愿者，回津后深情回忆在武汉那

段难忘的战“疫”日子。

保障民生战疫

“无接触”诊疗 市民拍手称赞
线上问诊

送药上门

坐在家里就能“面对面”向专家问诊、咨询，医生开完电子处方后药品直接
快递送到家门口。疫情防控期间，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互联网医院增设线上
诊室，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享受专家在线智慧诊疗服务，这样的新型就医模式大
大缓解了疫情下就医难题，新区市民纷纷点赞。 时报记者 杜红梅

记者 何沛霖 摄

服务信息战疫

老师和小梓宇做亲子游戏 由幼儿园提供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记者从铁路

塘沽站获悉，4月2日前开行京津城际列

车仍为 4 列：塘沽站至北京南方向：

C2560次，C2594次开行；北京南至塘沽

站方向：C2557次，C2591次开行。近期

停运普速列车如下：K387次停运至3月

18日；K350次停运至3月21日；K567次

停运至3月23日；K1083次停运至3月24

日；K976次停运至3月25日；K1024次、

K1534次停运至3月31日；2590次停运至

4月1日；K727次停运至4月3日；K1301

次、K1302次停运至4月4日；此外，2601

次恢复周末运行（每周六、日、一开行）。

董力明(左）与同事一起为医院建设做设备调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