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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于11
月6日、7日开展。医务工作者冒着严
寒为全城百姓无私奉献的工作场面，让
人们为之感动。特别是在 6 日的严寒
天气中，医护人员那一双双被冻得通红
的手，让人们为之动容。“为我们百姓做
核酸检测采样的大多数是女性医务工
作者。当我们看到《西宁晚报》发布的
视频中，医护人员那一双双被冻得通红
的手，让我们感动。手是爱美女性的第
二张脸。可是她们为了百姓的健康和
安宁，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手、自己的身
体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她们做点
事情。”市民吕女士说。11月6日、7日，
西宁的一些市民纷纷解囊，自发地买了

一些暖宝，为部分采样点的医护人员送
去，让温暖伴随着这些医护人员。

11月6日至7日，省市区县多家医
疗机构组织的医护人员冒着严寒在西
宁市区各个采样点开展核酸检测采样
工作。特别是11月6日，气温骤降至零
下 7℃左右，风雪交加，寒气逼人。寒
风中，为百姓进行核酸检测采样的医
护人员的防护服下无法穿更多的衣
物，她们戴着防护面罩、戴着橡胶手套
工作，她们的手被冻得冰冷通红，依然
忍着寒冷，坚持着标准规范，给每一个
百姓采样。风吹着，天很冷，等候排队
的百姓都忍不住跺跺脚、搓搓手，做完
就赶快回家了。然而，采样的医护人

员必须坚持着，再冷，也要坚守岗位。
她们每采集一人后都要用手消液消
毒，采集几个样本后，她们的手就被冷
风吹僵了。她们冻得通红的手，感动
了百姓。爱心行动也涌向她们，为医
护人员募集暖宝的“征集令”在百姓中
传送。11月6日至7日，省市区红十字
会的工作人员陆续为医务人员分别送
去了暖宝和暖贴。在医院工作的一些
医护人员纷纷为在核酸检测采样点的
本院的一线医护人员送去了暖手贴
等。吕女士、冯先生等爱心市民纷纷解
囊，为医务人员买了暖宝，送到部分核
酸检测采样点……

记者 王紫

本报讯（记者 悠然）“团结互助 共战疫情”，11月7日，海
东市互助县组织两家爱心企业在我市开展送餐活动，为疫情
防控一线工作人员表达深深敬意。

11月7日11时30分，一辆载有258份“爱心餐”慰问礼包
的卡车，准时从互助县中厚农畜产品开发公司出发，负责送餐
的爱心企业人员，拿着48小时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全程佩戴
口罩，于当日13时到达青海省疾控中心。这258份以“互助卤
肉”系列为主的“爱心餐”慰问礼包，将分别送到青海省疾控中
心、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隔离病区医护人员手中，总价值达
30000余元。“疫情发生后，餐饮店都停止营业了，为了能让每
天奋战在寒冷街头的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吃上一口热饭，
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送上一份我们的‘爱心餐’。鉴于目前
疫情防控要求，我们不能将慰问礼盒逐一送到每一位一线工
作人员手中，便委托省疾控中心及省第四人民医院将我们的

‘爱心餐’传递，向疫情防控一线的所有人致敬！”送餐工作人
员用朴素的话语向记者说明他们的来意。

本报讯（记者 严进芳）“从外省来
宁返宁需要提供什么？回来后会被隔
离吗？”“从省内其他市州来宁返宁需
要提供什么？”近日，很多市民向晚报
热线咨询来宁返宁相关问题，就市民
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西宁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综合协
调组。

综合协调组工作人员华鹏飞告诉
记者，根据西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处置工作指挥部要求，外省来宁返宁
人员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中高风险
（地区）来宁返宁人员，落地后须接受
14天医学观察；另一种是从低风险（地
区）来宁返宁人员，在西宁有固定住
所，需携带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
告，行程码、信康码均为绿码，温度正
常可进入西宁，回宁后需到所居住社
区报备，并需再做一次核酸检测；在西
宁没有固定住所，需要进行 14 天集中
隔离。

从其他市州县来宁返宁人员，需
携带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行

程码、信康码均为绿码，体温正常，来
宁后需到所居住社区报备。此外，从
西宁去往州县的人员，需携带 48 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行程码、信康码
均为绿码，体温正常才可以离开市
区。如果来宁返宁人员不能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将被劝
返。若进入西宁后不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再做一次核酸检测且不到社区报
备的，一旦出现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将
被追究法律责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在综合协
调组每天还会接到市民询问：为什么
自己的绿码会突然变为黄码或红码问
题？

华鹏飞解释，红黄码赋予情形主
要包括：近 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人员；与确诊病例有时空交集人
员；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判定需
要赋异常码的人员。所谓时空交集人
员，即与确诊病例在 14 天内有过轨迹
交集，无论是身体上擦肩而过，还是通
讯信号上的漂移，都可能被认定为时

空交集人员，健康码便会变为黄码或
红码。

如出现黄码，市民不必惊慌，应第
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村）或责任单位报
备，落实好居家隔离或健康监测。信
康码为黄码人员由各属地卫生机构上
门进行核酸采样，两次核酸检测（间隔
24 小时）结果均为阴性，7 天自我健康
监测完成后，在“信用青海”微信公众
号“信康码——红黄码申诉”菜单中进
行申诉转码。信康码为红码人员需集
中或居家隔离 14 天，按要求完成规定
频次的核酸检测，由专业人员评估后
解除隔离，并做好 7 天自我健康监测，
健康监测完成后，转码方法与黄码人
员相同。

此外，还有市民询问为什么有的
学校停课，有的学校不停课？西宁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解
释，目前我市疫情仍在可控范围内，不
需要大面积停课，未停课学校严格按照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积极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家长不必过分担忧。

外省及外市州来宁返宁人员需要做什么？

记者实探：一支特殊的物资补给队

互助县“爱心餐”
送到西宁抗疫一线

她们的手，让西宁人泪目！

11月6日，是我市启动全市主城
区全员核酸检测的第一天。

初冬的西宁，气温骤降，雨雪交
加。

在这场西宁乃至全省涉及范围
最广、参与群众最多、组织难度最大
的核酸检测阻击战、人民战和歼灭战
中，一张来自采样点现场的照片在本
报宣传报道下，瞬间火爆全网——

一天时间，西宁晚报视频号、
抖音号、快手号等平台浏览达 145
万 余 人 次 ，点 赞 近 10 万 次 ，留 言
4000余条……

他被网友称为西宁最美面孔！
照片中，零下13℃的天气中，一名

身着防护服的男医生所戴的医用隔离
面罩早已被汗水的蒸气笼罩……

“漫天雪花，难掩逆行英雄无畏
身影，谢谢你为西宁拼过命！”

“请把你们的名字写在防护服
上，这样就能永远记住你们了。”……

照片一经发布，网友们纷纷留
言，致敬不惧寒潮低温、风雪无阻，
以坚定、执着和耐力守在群众健康
和生命安全第一线的6400多名工作
人员。

连夜响应、星夜集结；薄雾启程、
寒风逆行！

此时此刻，西宁不是自己在战
斗——省级医院派遣 3000 人，海东
市支援600人，全市各县区抽调2880
人。

6日6时482个采样点工作人员
全面出动，8时基本就位，9时全面开
展采样工作。

照片中的主人公名叫陈浩，今年
25岁，来自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内镜中
心。

7 日中午，利用午饭时间，记者
见到了陈浩，回忆起此次核酸检测工
作，陈浩记忆犹新——

咽拭子检测需要医生将棉签伸
到检测者的口腔深处，操作需要快速
准确，在平时算不上多大难度，但在
这个阴冷的日子，操作要比平时难得
多。

“其他部位都还好，手是最冷的，
都冻麻了。”检测间隙陈浩不时甩甩
手来活跃一下手部的血液流通：“昨
天从9时开始，我一共为810名市民
进行了核酸采样工作。”

“明天（8日）西宁即将开展第二
轮主城区核酸检测，也是我 26 岁生
日。”采访结束时，陈浩笑着说：“希望
我们能早日战胜疫情，还生活以美
好！”

记者 施翔

西宁最美面孔，他是谁？

张诚睿张诚睿 摄摄

频率高时，一辆车一天要跑230公里左右，为城区100多
个核酸采样点送物资；

为保证物资直达到点，负责人的心里需要有一本账，眼里
有一张地图；

装车、清点、运输、配送，24小时直达，15辆物资保障车随
时待命，为每一个需要他们的“战场”送去“弹药”。

……
在每一笔物资背后，都包含了各个岗位工作人员的付出

和努力。为了让疫情防控有保障，他们舍弃休息时间、放下碗
筷、奔赴在各个需要的点位上，让物资直达、让温暖传递！

11月7日，记者跟随这支物资保障直达车队，体验他们在
抗疫路上的一天。

集合集合！！我们我们的任务来了
11月4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物资保障组

迅速集结了10辆社会车辆，成立了物资保障直达车。这既是可
以直达一线的保障车，也是可以现场补货、精准配送的运输车。

从西头的彭家寨片区，到东头的乐家湾区域，从最南头的
莫家沟村，到最北头的二十里堡镇，哪里有核酸采样点、哪里
需要物资保障，这支车队就会赶赴到哪里。

一声令下，迅速集结！
“我听说需要配送车加入到物资保障直达车队，我第一时

间报名了。”来自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商户杨应新说。“疫
情发生后，作为一名普通商户，做不了其他的工作，看到一线
工作人员那么辛苦，能第一时间将缺的物资送到他们手里，我
觉得就是我们的职责。”

从成立以来，这支车队已经跑遍了全市所有的核酸采样
点和封控、管控区域。

11月7日9时许，车队从刘家寨出发。今天的任务是从东
至西，为区一级来不及配送的点位补配物资。

9时30分许，5辆车到达城东吾悦广场核酸采样点。
配送配送！！做到做到了无缝补漏

“共发放防护服 2260 套，手套 21300 双，N95 防护口罩
14300个，外科口罩9500个，面罩1630个，护目镜1000个……”
这是一份配送清单。仅11月6日，车队连夜装车、12个小时不
间断配送，为市区100多个核酸采样点补配物资。

“哪个区有几个大的核酸采样点，哪里的工作主要以消杀
为主，哪里的路途不适合大型配送车通行，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
有本账。直达车就是要做到直达，让保障物资能够在扁平化分
配的基础上，做到无缝补漏。”市商务局副局长王永波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物资保障直达车普遍采用小型货车，因为这类
车辆便于第一时间到达重点部位和关键点位，最大的优势在
于配送方式灵活、掌握需求精准，可以直接对关键部位防护消
杀物资、人员生活必需品等进行灵活配送、精准投放。

“30个医用口罩、40个面罩请签收一下。”11月7日10时
45分许，车队到达城东区青铁花园小区核酸采样点。

“我们就是送货到家的快递员，免费配送的同时，还要送
他们最需要的物资。”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何宇龙笑着说。

“关于哪个点需要什么，就得我们前期做好对接，这样才能做
好精准和无缝。”

下一站下一站！！继续继续奔赴在路上
“这几天，我们每天几乎只吃一顿饭。”“从早上7点出发到

晚上8点收车，只能上一两次厕所。”“一说我们是送物资的，几
乎走到哪儿都是一路绿灯呢……”休息的间隙里，这些志愿者
司机互相调侃着。

11月7日11时40分许，车队到达当天配送的第三个点。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市、区物资储备较为充足，但配送效率
仍有提升空间。物资保障组下沉一线，加强对各区物资保障
工作的指导督促，进一步实施扁平化管理，通过采取物资保障
直达车的方式，根据封控区、管控区等重点区域内的实际需
求，做到了第一时间让物资到达一线工作人员手中。

12时许，送完这批物资，来不及休息，车队就掉头转向下一
站…… 记者 张国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