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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志愿者张玉霞防护服背
后的图案，来城北区小桥大街核
酸检测采样点的群众总会对她露
出“会心一笑”。生性活泼的张玉
霞，一早就在防护服背后贴了一
个与自己相似的卡通肖像，“希望
在寒风中，大家都能积极应对疫
情，露出笑脸，增添温暖”。

天是冷的，爱是暖的。开设
绿色通道，志愿者引导老人和孩
子优先检测；协调停课学校，开放
教室，将检测点设在室内，为结束
后每个角落仔细消杀；热心市民
专门送来保温杯、暖宝宝，叮嘱轮
休时保温的姜汤要趁热喝下……
一个个细节，让温暖在这座全国
文明城市中无声传递。

寒风吹不散人间温暖，病毒
摧不垮众志成城。连夜驱车 32
个小时，从对口帮扶城市南京赶

来的货车，送来了西宁急需的核
酸检测试剂、病毒采样管、防护服
消毒液等40万件防疫物资；青海
省内的其他兄弟市州，紧急调拨
各类抗疫物资、生鲜肉菜，与西宁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刚刚从疫情中解封的青海省
海东市派遣 600 余人驰援西宁。
凌晨 4 时天没亮，来自海东市第
二人民医院的童海英和同事一
起，从海东市出发，赶赴百公里外
的西宁。

他们被分配在城东区国际村
小学核酸检测采样点后，迅速完成
消杀、穿上防护服，全身心投入“战
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童海
英道出了众多前来支援者的心声，

“作为青海人，为西宁抗疫贡献自
己微薄的力量，我很自豪。”

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

记陈瑞峰说，这次抗击疫情，得到
了全市人民和兄弟市州的全力支
持，一幕幕场景令人感动，这是做
好疫情防控处置工作的前提、基
础和保障，“人民群众是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歼灭战的坚强后盾”。

目前，西宁市已完成主城区
核酸检测任务，从11月8日开始，
正马不停蹄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
检测。

当社区所有居民都已完成核
酸检测后，兴海路街道尕寺巷社
区居委会副主任牛芊静的手机微
信上收到了两张刚出生婴儿的照
片。三天前，牛芊静接到社区封
控区一名孕妇的求助电话后，他
们多方协调将孕妇及时送往医
院，孩子顺利出生。

这些照片与一段信息，让牛
芊静不禁热泪盈眶：“主任，给咱
家孩子取名叫小满吧，小小的孩
子承载了大家满满的爱，同时也
包含了我们对大家满满的感激。”

风雪高原战疫长卷风雪高原战疫长卷

3人、6人、11人……自10月
28日，西宁出现3人核酸检测结果
呈阳性后，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数
字持续增加。截至 11 月 7 日，本轮
疫情下西宁市共有11名确诊患者。

尽 管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人 数 不
多，但对于西宁乃至青海全省而
言，却是十分严峻的挑战和考
验。一方面，自去年春天以来，
青藏高原上一直没有出现新增确
诊病例。此次来势汹汹的德尔塔
变异病毒，在整个西北地区呈现多
点散发局面，青海外防输入、内防
扩散的压力巨大。

“不仅实战经验相对欠缺，而
且疫情防控整体基础实力比较薄
弱。”西宁市一位基层干部坦言，由
于青海整体经济欠发达，医疗卫生
技术基础较弱，大量防疫物资需要
从外地采购，而且地域辽阔，“一旦
扩散开来，青海现有公共卫生体系
和物资保障难以经受疫情冲击”。

另一方面，地处高原，纬度
偏北，城区平均海拔2200 多米的
西宁入冬早，气温低。按照气象
学标准，西宁市一般10月初就已
入冬，逐步开始供暖。冬季最低
气温低于-20℃的酷寒天气，加上
植被凋零、冰雪遍地、含氧量
低，这对于大量需要露天作业的
核酸检测采样、封控值守等防控
工作，将是巨大考验。

西宁，这座青藏高原最大城
市，被笼罩在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
疫情阴云中，成为当前青藏高原疫

情防控的主战场。
“决不能让疫情蔓延开来，决

不能让成果前功尽弃，决不能让
青海成为风险之地。”青海省委书
记王建军强调，要以问题导向为
牵引，坚决打赢这场已经出现硝
烟的战斗。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鏖战。
西宁市迅速集结各方力量，投入
防疫战场，第一时间打响疫情防
控歼灭战。

新增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后，
迅速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和密
切接触者追踪，并向社会发布确诊
病例的活动轨迹；结合流调结果，
在城区精准划分封控区、管控区、
防范区。最早出现确诊病例的城西
区，11月2日率先开展全区全员核
酸检测。29.7万人份样本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青
海工作组要求，从6日开始，青海举
全省之力在西宁主城区开展首轮
全员核酸检测。一夜间，482个核酸
检测采样点遍布城区大街小巷，
6480位工作人员顶风冒雪，为西宁
城区居民逐一采样……

当地疾控专家介绍，尽管已连
续多天没有新增感染者，面对大范
围寒潮等不利条件，西宁必须抓住
当前重要的窗口期，通过多轮大规
模全城全员核酸检测方式，精准筛
出感染者隔离处置，“才能彻底消
除疫情扩散蔓延风险”。

最 高 气 温 -5℃ 、最 低 气
温-13℃的冰天雪地中，穿着防护
服做核酸检测取样，是种什么样的
滋味和感受？

“穿着防护服，虽然能防风，但
不抗冻。”来自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
孔令梅在核酸检测采样点，连续工
作12小时后，防护面屏上雾气凝结
的水珠化成一道道“冰柱”，“防护服
不透气，稍微活动下就出汗，坐下来
没多久，就被冷汗激灵得哆嗦”。

双手带着乳胶手套，保暖效果
几乎没有；每次取样后，还得喷洒
冰冷的酒精消毒，来不及搓手取
暖，马上就得拿起棉签，给下一个
居民取样；手冻得快没知觉，还得
小心翼翼做咽拭子取样，尽量减少
群众不适……

不仅气温低，不时卷起的狂风
也让抗疫工作困难重重。凛冽的
黑夜，在肆虐寒风中勉强站稳脚
步，手持木棍，用身体支撑着摇摇
欲坠的隔离墙……在兴海路疫情
管控区内，西宁市几位民辅警用身
体支撑着隔离墙的视频，让众多网
友心疼不已。

尽管政府和社区为现场工作
人员准备了大量棉衣、取暖器、热
水，可一整天工作下来，不少现场

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的双手肿胀得
像馒头，手套只能请同事帮忙，才
能取下来。

10 人为一组分别采样，将采
集的样本装入密封袋封好送检，
在城西区海湖体育中心核酸检测
采样点的医护工作者彭永霞和同
事这样的动作重复了6000多遍，直
至深夜才回到隔离酒店。“天气再
冷，这些工作总得有人干。”彭永霞
说，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坚守，就
是希望能尽早驱散疫情，让这座
城市早日恢复成往常。

“在家里，他们是丈夫、母亲、
儿子，到了核酸检测采样点、穿上
防护服，他们就地变身成战士、勇
士，令人致敬”“今天有一群西宁
人，焐热了一座西宁城”“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
前行”……冰天雪地中的一幕幕场
景，感动着这座高原古城，感染了
全城万千居民。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
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
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在虎台街
道的一处核酸检测采样点内，粗犷
的嗓音率先唱响《歌唱祖国》后，引
发众多排队市民加入合唱，为“战
疫者”打气，为“逆行者”高歌……

下辖 3 个社区，116 个楼院，
居民住户近25000人，而街道和社
区工作人员人数一共不足 150
人。这是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
道基层治理和疫情防控中，有限
的工作人员与庞大的职能范围的
鲜明对比。由于首批3例确诊患
者都居住在兴海路街道，这个区
域也成西宁疫情防控的焦点。

“我们街道第一次遇到出现
确诊病例的情况，不少楼院划为
封控区，挑战和压力‘山大’。”兴
海路街道党工委书记蔡庆文介绍
说，仅核酸检测采样这一项，社区
就涉及选择场地、搭建帐篷、运送
物资、通知居民、维护秩序、逐户
复核、资料上报、异常处置等 10
多项任务，“而这往往是最多两天
时间，要全部完成”。

5日深夜，胜利街道西交通巷
社区工作人员卓玛才让和同事刚
搭完 11 顶帐篷，一阵狂风吹过，
这些核酸检测采样点的帐篷被吹

得东倒西歪，这位24岁的藏族姑
娘心头瞬间“一阵酸楚”。

“我们社区女同志多，搭一顶
棉帐篷至少得一个小时。第二天
一早就要做核酸检测采样，下午
志 愿 者 来 帮 忙 才 好 不 容 易 搭
好……”黑夜中，卓玛才让抹干眼
泪，奔跑着捡拾支架和篷布，搬来
石头加固，弱小的身躯，却倔强得
一刻也不愿停下。

凌晨三点刚开完会，通海路
街道桃李路社区党委书记于群群
一早又出现在核酸检测点。督导
现场消杀、引导居民排队、清点检
测物资，到下午完成上万名居民
核酸采样时，于群群嗓子嘶哑几
乎说不出话来。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还得继
续入户排查，必须对孤寡老人、残
疾人、孕妇、幼儿这些不便出门的
特殊人员单独登记，随后要组织医
护人员上门采样，确保不能有遗
漏。”于群群说，这段时间别说回家，

在社区睡觉也得“按分钟计算”。
“白加黑”超负荷工作，他们

的疲惫写在脸上，但脚步不能停，
工作不能乱。24小时坚守岗位，日
行万步已是家常便饭，情绪低落
就“自我消化”……疫情防控中，
守万家灯火，护一方平安，成为每
一位工作人员最朴素的信念。

关键时刻，党员冲锋在前。
西宁市委组织部统一协调，从机
关事业单位选派 5872 名党员干
部，下沉至176个社区，充实基层
力量。西宁市成立252个临时党
支部，组建1231个村（社区）工作
组，1834个党员志愿服务队，全市
3.3万名党员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在被列为封控区的兴海路街
道尕寺巷3号院门口，城西区委绿
色发展办公室主任李海萍和同事
身穿防护服，“蜷缩”在一张木桌旁，
登记居民所需物资清单，他们的双
手冻得通红。“封控区要做到人不
出户，我们必须保障居民所需物品
都能尽快满足，才能让大家安心。”

相持阶段，不少热心居民主
动“参战”。退伍军人王万清穿着
红马甲，拿着住户排查登记表，在
小区对网格内每户家庭成员信
息、近期是否出省、是否持有绿
码、家庭住址等信息做详细记录，
并通知居民按时参加核酸检测采
样，“社区缺人手，我们不能旁观，
作为社区一员，我们参与进来，至
少能多一个人分担”。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最
关键的防线。”西宁市城西区委书
记张俊录说，这些看似柔弱的肩
膀，几乎每个人担当起防疫“千钧
重担”，构筑起铜墙铁壁的“防疫
线”，“他们也需要社会更多的理
解与支持”。

——寒潮下的西宁疫情防控观察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大风7级，大雪纷扬，最高气温只有-5℃！
这是青海省西宁市开启全城全员首轮核酸检测的天气。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寒潮来袭的恶劣气候，过去两天来，西

宁市完成主城区上百万居民的核酸检测取样，为筛出潜在感染者、切
断疫情传播链打下坚实基础。

风雪战高原，齐心驱疫魔。寒风中有序排队的参与检测者、防护
面罩上“呼气成冰”的医护工作者、冻得双手红肿的现场执勤者……高
原古城里的一幕幕场景，描绘出一幅众志成城、感人至深的战“疫”长卷。

决不能成为风险之地

“哈气成冰”中的坚守

柔弱肩膀筑起铜墙铁壁柔弱肩膀筑起铜墙铁壁

温暖传递古城大街小巷温暖传递古城大街小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