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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新华社建
社90周年，代表党中央向新华社
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在
第二十二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
际，向全国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
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90 年
来，新华社坚定不移跟党走，宣传
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记录时
代精神，传播中国声音，在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
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新
华社要在党的领导下，把握正确
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
民情怀，赓续红色血脉，坚持守正
创新，加快融合发展，加强对外传
播，努力建成国际一流新型全媒
体机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6日上午，庆祝新华社建社90
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大
会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政治家办
社原则，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初心
本色，心怀“国之大者”，全面深入
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广泛传播党
的主张，积极反映人民心声，用心
描绘时代画卷，用力奏响时代强
音，更好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职责使命，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会上，新华社负责人和离退
休老同志、青年记者、外籍员工代
表发言。

1931 年 11 月 7 日，新华社的
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在瑞金成立，
1937年1月在延安改名为新华社。
经过90年的发展，新华社现拥有
国内外200多个分支机构，以15个
语种为全球8000家用户提供新闻
信息，覆盖世界一半以上人口。

习近平向新闻工作者致节日问候
本报讯（记者 施翔）11月6日上午9时，主

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全面启动。一大早，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市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
指挥长陈瑞峰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城西
区、城中区、城东区部分核酸检测采样点暗访督
查全市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市委常委、
秘书长南海晏，市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督
查组组长管新民一同前往。

陈瑞峰先后来到国际村钟楼小广场、长青
小学、文锦丽都小区地面停车场、凯旋广场D区
18 号楼前、城馨天悦广场、南山西社区平台等
地，实地查看了解了检测流程、现场组织、防控
措施落实、检测能力配备、采样检测效率等工作
情况。

“有没有绿色通道？”“取暖设备有没有发
放到位？”“排队多久了？”“小区总人数有多
少？”“检测进度怎么样？”每到一处，陈瑞峰
与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市民亲切交谈，
详细询问人员组织、物资调配和秩序维护等情

况，感谢社区居民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大力支持
和信任配合，并向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志
愿者等抗疫一线工作者表示慰问。针对部分采
样点市民排队时间较长、检测操作台不足、采
样人员防寒保暖措施不到位等问题，现场督导
整改落实，并对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

陈瑞峰指出，人民群众是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歼灭战的坚强后盾。这次抗击疫情，得到
了全市人民的全力支持、主动配合和极大信任，
一幕幕场景令人感动，这是我们做好疫情防控
处置工作的前提、基础和保障。当前，正是疫情
防控处置的重要窗口期，此次主城区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工作，对科学精准指导做好下一步疫
情防控处置工作至关重要，必须科学安排、有序
有力全力做好。

陈瑞峰强调，近两日恰逢气温骤降，给主
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要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及时优化加密采样

点，科学分配采样人员，进一步精心细致周密
做好群众组织工作，引导市民分批次、分时
段、分区域检测，及时调剂疏导和运送待检市
民到人员较少的采样点，进一步缩短市民排队
等待时间，优先保障老人、残疾人、幼儿等特
殊群体，畅通绿色通道，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让人民群众方便就近、快速安全完成检
测。要关心关怀一线工作人员，掌握各采样点
御寒设备情况，及时将电暖气、暖手宝、暖身
贴、棉大衣以及个人防护用品等物资配送到
位，尽全力保障一线工作人员个人防护、取
暖、用餐饮水等需要，统筹做好一线工作人员
轮换调整休息，切实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
要加强统筹科学调度，合理调配人员、物资，
确保采、送、检、报各环节工作无缝高效对
接，提升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效率，高质量完成
全员核酸检测任务。要加强舆论引导，密切关
注网络舆情，主动及时发布信息，及时回应市
民关切。

陈瑞峰暗访督查全市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最冷的一天……最冷的一天……

杨司煜杨司煜 摄摄

11月6日，西宁，寒潮大风预警，气温骤降。
这一天，是西宁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凌晨天还未亮，城中区雷鸣寺街楼下的大

喇叭里已经传来了有些嘶哑的声音：“今天西宁
很冷，请大家穿厚点，拿好身份证，戴好口罩，准
备做核酸检测。”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经研究，西宁11月6日
9时起对主城区全体居民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全市主城区共设置 482 个核酸检测采样点、
2160个采样台，6480名采样工作人员将全程为
市民服务。

战疫打响，一刻都不能耽搁。天寒地冻、大
雪纷飞，最冷的天，西宁人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

“西宁温度”。全省各地各部门都行动起来了！省
市医疗机构，海东市、大通县、湟源县、湟中区等
地的支援队伍第一时间加入了这场全民竞速
赛。

迅速集结迅速集结，，马上出发马上出发

凌晨5时，寒风刺骨，气温骤降。4000余名
民辅警毅然逆行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他们身
穿白色防护服，“疫情在前、警察不退”的坚定身
影就在我们身边。

6时，海东市从乐都区、平安区、互助县和市
第一、第二人民医院紧急抽调的 600 名采样医
护人员及4名实验室检测人员迅速集结，奔赴
至西宁开展全员核酸采样支援工作。

7时，省第五人民医院230名医务人员、西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50名医务人员集结完毕准
时出发，奔赴主城区执行核酸采样任务。

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社区工作
者、城管队员、志愿者等冒着严寒出发了。

“是你们照亮了我们生命的旅途！大美青海
仍然大美，幸福西宁依旧幸福！青海加油！西宁
加油！”

“西宁安，全省安，谢谢你们的逆行壮举，做
好防护，等你们归来！”广大市民纷纷通过《西宁

晚报》微信公众平台向他们送出祝福。

以爱之名以爱之名，，向您敬礼向您敬礼

“向您敬礼！”9时，全市主城区核酸采样工
作正式开始，在南大街小学采样点，一位小学生
在采集完后对着一线医护人员敬了个少先队
礼，随即，该医护人员鞠躬回礼。很多市民被这
一幕温暖到，市民李贝说，今天的西宁虽寒风刺
骨，雪花纷飞，但此刻，我看到了人世间最有爱
的那一瞬间，有你们真好！

晚报记者在城中区仓门街办事处、人民街
办事处、城西区黄河路 100 号停车场等核酸采
样点看到，天空飘着雪花，市民积极响应、主动
配合，参加检测的居民在采样点前有序排队，相
互保持一米间距。各采样点均有百余名医护、志
愿者及安保人员等，有的采样点现场还为老人
孩子孕妇准备了绿色通道，方便特殊人群快速
检测，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排队待检的人
群，看着采样点工作者身着防护服的身影，纷纷
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些逆行者。

10时许，在新宁广场采样点，排队做核酸检
测的队伍排得很长，当天因为天气寒冷，考虑到
很多市民带着孩子，工作人员便带领大家开始
做广播体操，很多市民跟着工作人员跳了起来。
一位市民告诉记者，我们等一会儿做完就回家
了，但是工作人员要在这儿守一天，很心疼他
们。“谢谢，感谢，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西宁脊梁西宁脊梁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11时许，虎台公园门
口，一位工作人员拿着喇叭领唱起这首《歌唱祖
国》，很多市民唱着唱着流下了泪水。“西宁加
油，青海加油，祖国加油！”

临近中午，城东区中庄路金童幼儿园为采
样点的工作人员送去了清真的爱心午餐。车站
社区卫生院的负责人说，十分感动，十分感谢，

大家的无私付出让每位一线人员很温暖。“今天
是最冷的一天，但也是最暖的一天。”

对于很多西宁人来说，5日夜晚是一个不眠
之夜。寒潮来袭，狂风大作，防控区围栏被风刮
倒，城西公安治安大队民辅警用身体挡住围栏。
夜很深了，无数的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依然还在街头逆风而行。

“谢谢你们，你们是西宁的脊梁！”从白天
到晚上，从深夜到天亮，口罩之下，我们看不清
他们的脸庞，却看得到他们疲惫但温柔的眼
神，尽管天气寒冷，厚重的防护服里，衣服湿了
又干、干了又湿，眼镜里的雾气散了又起，起了
又散……“你们是这个时代最美丽的身影，你们
夜以继日拼命的样子，让每一位西宁人动容，感
谢有你们在。”网友@微笑通过《西宁晚报》微信
公众平台留言说。

最冷的一天最冷的一天，，刷屏了刷屏了

“最冷的天，最暖的心！”
“看着文字想哭，西宁加油！”
“作为身在异乡的青海人，时时刻刻关注着

家里的疫情，不断被家乡人民的勇敢感动着，在
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疫中，每个人都在努力。青
海加油！西宁加油！”

6日中午，《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平台以图文
形式推出《最冷的一天……》，稿件发布不久阅
读量就达到了10万+，该稿件在朋友圈瞬间刷
屏。网友@湟水源说，我是西宁人，现在北京，看
了以上图文非常感动，为西宁人民的自觉守序、
冒着严寒去做检测而感动；为一线医务人员、人
民警察、社区工作人员和无名志愿者而骄傲！有
这样的人民和逆行者共同奋斗，何愁战胜不了
新冠病魔！加油，西宁！

西宁是全省人民的省会，人人温暖，西宁定
不会寒冷。当前西宁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有力开
展，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可控。我们坚信，有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省委
省政府和省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的正确指
挥，有全市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从严从细从实
抓好疫情防控处置工作，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歼灭战，实现省委提出的“三个决不
能”目标要求，以西宁安保全省安。

记者手记：
城西区光华小学核酸检测采样点夜间搭建

起来的帐篷被寒风吹得七零八落。半夜，值守在
这儿的一线工作人员慌了。

“早上要给居民做检测，这可咋办？”
凌晨天还没亮，几名工作人员在凛冽的寒

风中又搭了一遍，再加固了一遍。守着帐篷在呼
呼的风声中入睡，全身冻僵了。

在严寒中坚守的他们，都有一颗滚烫的心。这
几天在一线采访，我的眼圈总是红了又红，他们忍
受刺骨寒冷，毫无怨言，抗疫有力度，温暖有热度。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仅仅体现在国家的政策制
定、统筹行动、举措完善上，也体现在我们每一个
平凡人的言与行中，这一股股温暖的力量必然凝
聚成战胜疫情的蓬勃力量。 （记者 张永黎）

本报讯（记者 王琼 施翔）11
月6日，记者从市疫情防控处置工
作指挥部获悉，经研究，我市于11
月 6 日 9 时启动主城区全员核酸
检测。

据了解，此次核酸检测范围
包括城东区、城中区、城西区、城
北区（现有封控区、管控区、驻宁
部队、二级及以上医院除外）内全
体居民，含暂住人员、工作人员、
务工人员等，计划两日内完成。
为确保采样检测工作以最快速
度、最短时间、高效有序完成，市
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提前谋
划，按照安全、科学的原则，根据
检测量、人员分布及构成等情况
进行科学部署，全市主城区共安
排核酸检测采样点482个，采样台
2160 个，配备采样工作人员 6480
人，每个采样点配备充足的专业采
样、信息录入和秩序维护人员，公
安、工信、交通等各相关部门迅速
行动，全力保障采样秩序维护、防
护物资及人员、试剂的运输需求，
市民积极响应、主动配合，共同筑
牢疫情防控防线。同时，我市也将
依据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精准
科学调整全市疫情防控处置措施，
有效阻断疫情输入输出和扩散蔓
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

西宁市主城区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