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颖慧正在进行密接排查
信息核实等工作。

李源菁正在开展密接排查
相关工作。

刘东（左一）叮嘱医护人员
严格落实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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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特别报道

从“短兵相接”到“百炼成钢”，他们是昼夜兼程的“摆渡人”，他们是废寝忘食的密接排查人员

争分夺秒守住疫情防控“前沿阵地”
防疫进行时

在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有这么一群默默无闻、同样用辛勤和汗水
守护着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人。他们不
是人们视野中的“抗疫主角”，却始终默默

坚守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在东城，岗位就是战场，岗位就是阵地，岗位就
是生命防线。每一个人都在用效率与质量，守住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

文/记者 李滢 庄蕊

刘东，东城区急救站站长，一位
特殊的“大白”。

东城区急救站共有16名医护人
员、司机组成转运车组，成为昼夜兼
程的“摆渡人”。

刘东则是这群“摆渡人”的“总
指挥”。“被转人员大致分为三种情
况，首先是要送往指定医院进一步
明确诊断人员；其次是确诊病例的
密接人员，需要送往指定地点集中
隔离，这部分占比最大；最后一部分
就是集中隔离后有就医需求的人
员，我们需要将他们送往指定的医
院。”转运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但无
论是出发前的调度安排，还是途中
的注意事项，抑或是归来后的消杀
监测，事无巨细，刘东心里都有一本

“明白账”。
他说，这是经历过一轮又一轮与

病毒“短兵相接”后的“百炼成钢”。
新冠疫情发生后，东城区急救

站的应急车辆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
增加。刘东坦言，承担转运工作后，
自己也是第一次调度这么多车辆。

“转运人员需要间隔就座，所以一位
车组人员一天要转运四五车次，平
均一次3个小时，最长的时候要5个
小时。”

每一次接送被转人员，都意味
着面临风险。转运车组人员按照常
规要求要穿医用防护服，戴医用帽
子、护目镜、面屏、N95口罩、手套，
工作时喝水去厕所都很困难。每完
成一次转运工作，车组人员都必须
经过严格彻底的消杀后才能休息，
即便如此还是不敢多喝一口水。“不
知道下一次任务什么时候来，也不
知道这一趟转运需要几个小时。”刘
东说。

4月下旬以来，东城区急救站已
完成转运400余人。对于每名转运
工作人员来说，辛苦、劳累不言而
喻。无论是喧嚣的白昼还是静谧的
夜晚，转运人员始终保持待命状态，

“见缝插针”地吃饭、补觉成为常态，
最长一次连着8天没回过家。家中
的困难和对亲人的思念，刘东从未
提及。母亲病重于3月底离世，和女
儿见不到面也没时间视频电话，回
忆起这些，他有些哽咽。

刘东 昼夜兼程的“摆渡人”

转运工作的顺利进行，离不开
幕后密接排查人员的辛勤付出。无
论深夜还是清晨，东城区疫情防控
前线指挥部总是灯火通明，对各端
口输入的密接名单进行彻底调查，
不错漏任何一个存在感染风险的次
密接，也不会错判任何一个人的“清
白”，精准快速判定需管控人员。

王颖慧，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
就奋战在疫情防控前线。作为流调
溯源密接组的小组长，负责统筹安
排组内工作，进行信息核实及次密
接调查并落实管控。

王颖慧告诉记者，有时候在工
作中会觉得自己像个“催账”的人，
一直追着组员问“这件事落位了
吗？这个人的次密接调查清楚了
吗”；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心理医
生”，在对密接人员进行调查的同

时，还要进行心理安慰，以防密接人
员因情绪波动出现意外；有时候觉
得自己像“研究员”，专门处理各种

“疑难杂症”。
谈及印象很深的一件事，王颖

慧说，曾经一位密接人员，现住址及
户籍都是外省，住在东城某连锁酒
店，密接人员只能说出酒店名字，但
因为初来乍到无法表明酒店的具体
位置。深夜里，王颖慧打遍了可能
范围内的5家连锁酒店电话，都没能
找到密接人员，后来又拨打了辖区派
出所电话求助，打到第7家酒店的时
候确定了密接人员的居住地，和前台
明确了注意事项并落实了管控。此
时已是凌晨，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
落地了，“有种想哭的感觉，功夫不负
有心人，总算找到了。”王颖慧说，重
任在肩，丝毫不敢松懈。

王颖慧 感觉自己是个“催账人”

李源菁是王颖慧的同事，主要
负责信息的流转，最多的时候，一天
要处理 80 多个文件夹，涉及十几个
病例。为了与病毒拼速度、抢时间，
李源菁及其他同事“开足马力”运
转，困了就喝咖啡提神，饿了就吃几
块儿饼干。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她
尽量少喝水，节省上厕所的时间。

有时每天睡几个小时，李源菁
又投入到工作中。因为高强度工
作，她一次因低血糖晕倒在地。现
场同事立即呼叫了120急救车，醒来
后，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同事，自己
没事，疫情还没过去，还可以坚持。
在房间躺了半天之后，不听劝的她
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李源菁的爱人是一名军人，平

日更不能多回家探望。于是，李源
菁忙起来的时候，照顾高龄的姥姥、
姥爷和不到2岁孩子的重任，便都压
在了她年迈的父母身上。李源菁很
心疼父母，却不敢给家里打视频电
话，怕父母看到自己满脸的疲倦而
担心，也怕孩子看到妈妈因想念而
哭闹。

“感谢父母的大力支持，疫情防
控一线，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
大家众志成城。”李源菁手机里一直
保存着母亲发的信息：妞，你儿子挺
好的，主要是爸妈想看看你的状
态……每当看到这一条内容，李源
菁都忍不住会流泪，家人就是她强
大的支持，她相信，终会有疫散云开
的那一天。

李源菁“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核酸检
测常态化后，“呼啦圈”地贴“两米
线”、流动采样点、无接触登记等一
系列既方便又安全的举措走进东
城居民的生活。近日，在龙潭中湖
核酸检测点，一支支自制“点触笔”
解决了工作人员信息录入慢的麻
烦事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您好，身份证请出示一下。”
“哎呀！我忘带了！”“您说下身份
证号。”在龙潭中湖核酸检测点，吴
春梅正拿着一支印有可爱图案、约
15 厘米长的自制“点触笔”快速点
击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将居民身
份证号录入系统。吴春梅骄傲地
说：“这是我女儿做的，特别好用。”

从 4月 23日起，龙潭街道工会
服务站大学生助理员吴春梅就开
始在龙潭中湖核酸检测点支援，负
责居民身份信息的录入工作。几
天下来，吴春梅感受到了戴着防护
手套工作的不便。

晚上回到家，吴春梅把自己的
烦恼告诉了 12 岁的女儿段清颐。

“妈妈，我可以帮你做一支点触
笔。”女儿的回答让吴春梅一阵惊
喜，“我看到过网上有做点触笔的
视频。”段清颐一边说着，一边找出
一段视频，开始学着做起来。

拿一根长杆棉签，包上一层锡
纸，第一版自制“点触笔”就做好
了。“这能用吗？”吴春梅半信半疑

地拿出手机，让女儿赶紧试试这个
“新装备”。点了几下，他们发现并
不管用。

随后，段清颐又找到同类型的
制作视频，开始了第二次尝试。这
次，她先把长杆棉签沾湿，在外面包
一层湿纸巾，再裹上一层锡纸锁住
水分，只留出点触用的一个小头，第
二版自制“点触笔”很快完成了。“真
不错！好用！”拿着女儿做的“点触
笔”，吴春梅爱不释手。第二天，她
便带着这个“神器”上岗了。

“你这笔不错啊，给我试试。”
“真灵敏，能省不少时间呢。”“你女
儿手真巧，能不能给我们也做几支
用用？”段清颐的自制“点触笔”得到
大家的一致好评。回到家后，吴春
梅高兴地把同事们的称赞反馈给了
女儿，问她能不能多做几支送给叔
叔阿姨。段清颐一口答应了。她利
用自己下网课的课余时间，制作了
第三版自制“点触笔”，在原来的锡
纸外增加了一层卡通胶带，使“点触
笔”更加结实、耐用，而且美观。

如今，自制“点触笔”已经成为
龙潭中湖核酸检测点提高信息录入
效率的“好使”小工具。吴春梅说：

“市委、市政府发布了致全市市民朋
友们的感谢信，我们都深受鼓舞。
同事问我‘你最想感谢的是谁？’我
说，我最想感谢的是我女儿，感谢她
用实际行动支持我们抗疫。”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根据市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五一”
假期之后，全市餐饮企业继续暂停堂
食，转为外卖服务。连日来，东城区市
场监管局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切
实做好暂停堂食期间餐饮企业食品安
全监管，确保食品安全制度落到实处。

检查中，执法人员将餐饮企业从
业人员健康监测和管理、食品原料的
采购和保存、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控
制、配餐和送餐要求等作为重点环
节，并结合特殊时期的具体情况，将
餐饮服务单位提供的凉菜、预制菜、
半成品等作为重点，持续开展餐饮服
务环节食品安全执法监督检查。

“4月30日，暂停餐饮堂食政策发
布后，我们第一时间对辖区餐饮企业
开展政策宣传，要求辖区各餐饮企业

科学评估每日供餐服务状况，合理采
购食品原料及加工制作食品，合理安排
每日从业人员数量，加强食品安全自
查，严禁对已售出（配送）被退回的餐食
进行二次销售或作为食品原料进行二
次加工制作并销售。”执法人员介绍。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规范入网餐
饮企业线上经营活动，杜绝无证经营、
超范围经营、“幽灵餐厅”等违法违规
行为，东城区市场监管局遵循“线上线
下一致”的原则，一方面紧急约谈美
团、饿了么两大餐饮外卖平台负责人，
要求平台加强入网食品经营者的审
核、管理、抽查等，另一方面强化入网
餐饮企业监管，对于线下检查发现的
明显食品安全隐患，依法责令停止线
上经营活动，待整改完毕后再恢复线
上经营，确保食品安全不打折扣。

自 4 月 1 日起，作为北京市地方
标准的《网络餐饮服务餐饮安全管理
规范》开始实施，该《规范》要求“应使
用外卖包装封签或一次性封口的外
包装袋等密封方式，封签、外包装袋
口在开启后应无法复原。”在开展食
品安全检查的同时，执法人员积极开
展“食安封签”的宣传指导，提示各外
卖经营主体应确保菜品包装简约、安
全、密封完好，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
的封签或一次性外包装袋，保证外卖
服务过程中的食品安全。

堂食虽然暂停，但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不会止步。接下来，东城区市场
监管局将继续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
求，持续加大对辖区各餐饮企业执法
检查力度，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切
实保障好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东城区强化暂停堂食期间餐饮企业监管，“线上线下一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保障好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执法人员对餐饮企业是否对外卖包装进行封签进行检查。 通讯员 何筱强 摄

12岁小姑娘自制“点触笔”
方便妈妈核酸检测信息录入

吴春梅正在用女儿制作的“点触笔”快速录入居民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