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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起来，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按照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安排部署，新区启动“滨城大筛”全员核酸
检测，从 11 月 21 日上午开始，利用 2-3 天时
间，对新区全体居民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筛
查。昨日是滨海新区对全体居民开展大规核
酸检测筛查的第一天。医护人员、社区工作
人员、志愿者，以及待检测的居民们冒着雨雪
严寒顺利完成了第一天的检测任务。大家齐
心协力，众志成城，争分夺秒与病毒赛跑。滨
海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赶往各开发区、各街
镇检测点，带您直击
“滨城大筛”现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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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百万人
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记者获悉，截至昨日 20 时，天津滨海新区“滨城大筛”
完成核酸检测采样超过 130 万人，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在市指挥部统一部署和 15 个兄弟区的倾力支援
下，新区对人员力量安排、第三方核酸检测、现场协调、后
勤保障等统筹部署，7409 位医务人员（其中本市 15 个兄弟
区支援 6839 人）一线作战，9 个第三方检测机构主动参与
配合，6792 名区级机关干部下沉社区村居，志愿者积极服
务、无私奉献，广大市民保持积极心态，不畏寒冷、冒着雨
雪，
理性应对、积极配合，
确保筛查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下一步，滨海新区将进一步统筹工作力量，优化检测
流程，高频次、高效率开展核酸检测，确保安全有序完成
全员筛查任务。同时，加强人文关怀，做好孕妇、老年人、
儿童等特殊群体核酸检测筛查工作。

温暖

天气寒冷
心里头暖暖的
排队、登记、采样……昨日，
记者在生态城多个小区看
见，全员检测工作推进顺利。在航天家园雅馨园，记者看
到，
检测点前居民排起了长龙。居民侯永珍说：
“一线工作
人员特别辛苦，
我们作为生态城居民一定要配合他们。一
早上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忙活，
大伙儿按照志愿者指导登记
信息。虽然天气寒冷，
但是秩序井然，
心里头暖暖的。
”
“大娘请张嘴，喊‘啊’，不用心急。”昨日下午 5 时许，
记者来到杨家泊镇杨家泊村村民马会好家时，
正好遇到医
护人员上门，
前来为马会好的婆婆做核酸检测。马会好介
绍，老婆婆今年已 88 岁，已经瘫痪 40 多年，一家人都在头
疼如何带老婆婆去检测点。
“我们在检测点检测完，
就赶紧
抽空来给老人们做检测，全力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
人’。”带队上门服务的医护人员对记者说，对于老弱病残
等特殊群体，
他们全部提供上门服务。
在胡家园街，
记者在检测现场还看到了非常暖心的一
幕：
几位居民从家里搬来电暖气和“小太阳”
为采样的医护
人员取暖；
还有居民准备了暖水壶、一次性水杯，
为忙碌的
工作人员递上热水。一个个暖心之举，
让这些暴露在雨雪
中的忙碌身影，
瞬间温暖了起来。
昨天下午 5 时，家住杭州道街兴园里小区的何女士一
家接到了社区的通知，前往塘沽十一中操场做核酸检测。
何女士家有 93 岁高龄的母亲，
因为天气寒冷，
还在下雪，
何
女士想联系社区在家中给老人做检测。何女士的母亲蔡惠
英老人立刻拦下了何女士，
说：
“我身体硬朗，
可以到现场去
做，
别麻烦社区工作人员还有医护人员了。全区都在做检
测，
大家都很忙，
咱就别给人家添麻烦了！”
说着，
蔡惠英老
人赶忙穿衣服下楼。到了检测点，
蔡惠英老人和家人有序
排队，
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工作人员们看到老人年龄
较大，
就安排老人先进行核酸检测。蔡惠英老人说：
“疫情
发生后，
社区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就一直在战斗，
他们是我
们坚强的后盾，
我们能做的就是减轻他们的负担。
”
年近百
岁的老人，
为防控疫情默默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在这场
“滨城大筛”
中，
太多的人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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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
诠释初心使命
昨天上午 10 点，天空渐渐飘起了小雨，而作为此次战
“疫”的“技术核心”，医务工作者们却丝毫没有松懈，始终
坚持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市民进行核酸检测。天津市第
五中心医院副院长刘明勇告诉记者：
“今天天气比较寒冷，
尤其是在室外，长时间滞留对身体是一个挑战。我们分别
在中午和晚餐前后，叫队员们分期分批，在保障检测不停
的情况下吃口饭、喝点水，休息一下，补充一下体力。”天津
市第五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孙敬妍医生告诉记者：
“我
们不觉得辛苦，能为自己‘家’作点贡献我特别开心，这也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
昨天晚上，在大沽街的每一个小区里，空地上灯火明
亮，每个核酸样本采集点都有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他们
都没有按时吃饭，甚至顾不上吃饭，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站
就是一天。口渴不敢喝水，怕去厕所会耽误时间，但一忙
起来就忘记了喝水。核酸检测来不得一点马虎，双眼紧盯
着笔下做的记录，
害怕写错一个字。
22∶00 之后，医务人员需要整理 12 个小时试样采集的
数据，排查整理尚未进行核酸检测的居民数据，综合评判
后确定 22 日各试样采集点的受检人员数量。他们会工作
到更晚，
用实际行动诠释自己的初心使命。

志愿红

检测现场
一抹独特的风景
在检测现场，还有一支坚强的队伍，那就是来自各行
各业的志愿者。他们顶着风雪、冒着寒冷冲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穿梭在队伍中间，引导居民有序排队、提醒居民戴好
口罩并保持安全间距、解答居民问题、稳定居民不安情绪、
提振精气神。
在大港街晨晖北里社区核酸检测点，
61 岁的社区志愿
者王阿姨早上 6 点就来到检测现场，
穿好志愿红马甲，
整理
检测信息登记表，
做好检测准备。检测正常开始后，
她又与
其他志愿者一起维护现场秩序。初冬的早晨下起了淅淅沥
沥的小雨，
冷风与低温并存，
但依然阻挡不了各检测点志愿
者前行的脚步。他们协助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现场秩序
引导，
做好和居民的沟通协调，
搀扶腿脚不便的居民进行检
测，
并完成信息登记表传递交接工作。
茶淀街留园里社区党委副书记邵薇薇是小区里几个采
集点的“主心骨”。无论是领取防疫物资，还是接送医护人
员，
她都第一个挺身而出。记者昨天深夜到达的时候，
她还
没有吃晚饭。每次其他志愿者来催她的时候，她总是说再
等等，
她要再等一会儿和采集点的同事们一起吃。
昨日一大早，新村街河华里小区一处核酸检测采样点
前，市民们正有序排队进行核酸采样。同时，记者在现场
看到，
“时代楷模”
“改革先锋”张黎明正带领国网天津电力
“心连心”滨海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冒着雨雪加紧调
试新安装的照明设备和线路。
为了尽快完成市民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新区多数检测
点都要工作到晚上，如何保障晚上的照明，成为很多社区
的难题。在服务队的努力下，一个检测点亮了、两个检测
点亮了、三个检测点亮了……一上午时间，服务队队员将
11 个检测点全部点亮，
确保了夜间检测用电无忧。

驰援

15 个兄弟区
紧急汇合滨海协助检测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滨海新区打响疫情防控阻击
战，天津市 15 个兄弟区紧急汇合到新区开展支持支援，体
现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克疫情的深厚情谊。
昨日一早，
武清区支援的医护人员便已到位，
和生态城
医护人员一起开展检测工作。武清区组建了来自29家医院
的400余人采样队伍，
连夜制定具体方案、
准备防护物资。
静海区卫健委对前往滨海新区协助开展核酸检测作
出部署，抽调 250 名有经验、训练有素的医务工作者组成
核酸检测队伍，前往滨海新区太平镇协助检测工作。昨日
早上，
医护人员们到达太平镇，
立即开展检测工作。
昨日上午，来自宁河区医院的 69 名医务工作者抵达
杨家泊镇，助力镇域内村民核酸检测顺利进行。24 岁的
护士张荣蓉说：
“宁河区和滨海新区杨家泊镇相邻，为了村
民们的健康安全，
我将全力以赴。
”
在检测现场，还有许许多多的兄弟区医务工作者的身
影在忙碌着。相信在市指挥部统一部署和 15 个兄弟区的
倾力支援下，
新区人民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