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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共抗疫情

□本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连日来，在九龙坡区金茂珑悦南区，
一楼栋的业主通过自发筑起“楼栋长+楼
层长+志愿者服务队”的疫情“防护网”，
邻居之间团结互助，积极创建“无疫楼
栋”。截至11月28日，该楼栋已连续14
天无新增阳性感染者。

“临危受命”的楼栋长牵头

所有楼层都有了楼层长

33岁的黄玉洁是金茂珑悦南区10
栋的一位业主，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作为党员的她，第一时间就主动站出
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11月 12日，因楼栋出现阳性感染
者，小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区，实行“足不
出户、上门服务”管理。黄玉洁“临危受
命”，被全楼栋业主推选为楼栋长。

在连续8天无新增感染者之后，从
20日开始，该楼栋核酸检测从“上门采
样”变为“下楼采样”。为了避免核酸采
样造成聚集，保住“无疫楼栋”，21日上
午，业主赵亮在楼栋业主微信群里提议，
每层楼选出一位楼层长，引导每家每户
分楼层下楼，立即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并
陆续有人主动报名担任楼层长。

在黄玉洁牵头努力下，楼栋33层
楼，所有楼层都有了楼层长，并建立楼层
微信群，统计好各户人数。

“如果单楼层人多，我们就再分批。
有些老人没及时关注信息，楼层长就去敲
门通知，确保‘不漏一人’。”黄玉洁说。

一则“寻人启事”发出

楼栋自建上门核酸采样服务队

“各位美邻：咱们楼栋有没有最近在

家、明天时间比较充裕的医务工作者？”
23日晚7点左右，黄玉洁在楼栋业

主微信群里发出一则紧急“寻人启
事”——寻找居家的医务工作者。

按照社区统一安排，24日，该小区要
进行单楼栋混采核酸检测。她向社区咨
询了解到，如果楼栋内有医护人员，可以
在严格按照核酸检测标准流程的前提
下，自行开展上门检测。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为进一步避
免楼栋间流动造成交叉感染风险，黄玉
洁想到在楼栋组建上门核酸采样服务
队。

“寻人启事”发出不久，她就收到两
位医务工作者、两位核酸采样信息录入

志愿者报名。次日，经社区同意，该楼栋
的上门核酸采样服务队正式成立，有两
组共4人。

24日早上8点，上门核酸采样服务
队兵分两路，从33楼和1楼开始，分别从
上往下和从下往上进行采样。在上门核
酸采样服务队、楼栋长、楼层长和业主的
紧密配合下，全楼栋198户、497位居民，
在社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核酸采样。

楼栋长组建志愿者服务队

业主纷纷争抢志愿者名额

24日中午1点，“和谐10栋”志愿者
服务队便在楼栋大厅活跃起来。他们的

任务是把业主采购、派送到小区门口的
生活物资，转运到楼栋大厅，清理消毒
后，按照不同楼层划分的堆放区域，一一
堆放整齐，方便业主下楼更快地找到自
己的物资，减少在大厅停留的时间。

“这支志愿者服务队是两天前才组
建的。”黄玉洁称，22日下午2点，她在群
里招募志愿者，没想到消息刚发出，业主
们便纷纷开始“争抢”名额。

为了保证志愿服务有序开展，黄玉
洁将报名的志愿者分组排班，每天安排4
位志愿者。由于大家积极踊跃，如今排
班都已经排到本月底。

“志愿者们都辛苦啦！连大门的保
安都说，10栋战斗力最强，采购的东西最
多，但在小区门口的集中堆放区，清空得
最快！”一位业主在群里点赞道。

“等到疫情结束，请志愿者们都亮个
相。以后我们如果偶遇，好面对面致
敬！”

“不不不，等到疫情结束，我们一起
请他们吃火锅！”

……
两天来，一句句感谢志愿者的留言，

在微信群里不断。虽然大家没见面，甚
至不曾认识，但大家的感情都热络起来。

“因为工作原因，我从11月7日起就
一直驻守在单位，只有老人小孩在家，鞭
长莫及无法照顾。但看着群里发生的一
切，听到电话里家人给我说一切安好，我
真觉得，有这样一群团结友爱的邻居，我
很踏实、很幸运！”业主黄霞告诉记者。

“楼栋长+楼层长+志愿服务队”

这栋楼业主自发筑起疫情“防护网”

小
区
大
门
口
的
十
栋
生
活
物
资
堆
放
处
，物
资
总

是
很
快
被
该
楼
栋
志
愿
者
搬
空
。

（
受
访
者
供
图
）

□本报记者 赵迎昭

“这些天，每到晚上7点半，我都会在手机上看直播。直播间
热闹得很，有时候到晚上10点大家还在热烈讨论，舍不得散场。”
11月27日，重庆文保志愿者刘薇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刘薇提到的直播，是云体验“发现重庆·历史文化大讲堂”活
动。该活动由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
市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办，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
者服务总队执行，11月21日起，每晚在线上开展一次有关重庆历
史文化的讲座。

此前，“发现重庆·历史文化大讲堂”在渝中区枇杷山书院举办
时，刘薇是常客。大讲堂从线下转到线上，她更是场场都没落下。

亮相线上大讲堂的首位专家是曾获得重庆市十佳导游称号的
童思斯，他分享的主题是《你不知道的解放碑》。

“大家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拿出来，在新平台上分享。”他介
绍，提到解放碑，市民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说到解放碑的历史和背
后的故事，可能知道的人就没那么多了。“历史文化就像是一朵花，
这朵花不能独自美丽，而是要靠我们的讲述，吸引更多人前来‘采
蜜’，这样才能把文化的薪火传承得更为深远。”

代玉彪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24日
的讲座中，他分享了冬笋坝遗址的前世今生。2020年，他作为考
古现场负责人，主持发掘了九龙坡区冬笋坝遗址。该遗址被称为

“近十年来重庆地区巴文化遗存最为重要的发现”。
上世纪50年代发掘冬笋坝遗址的往事、2020年继续发掘时

的艰辛经历、取得的重要成果……随着代玉彪的讲座，观众沉浸在
考古发掘的情境中，感受到巴文化的神秘与魅力。

在25日的讲座中，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高磊围
绕重庆旧石器考古的相关发现进行了分享。那些用石头打制而
成的砍砸器、刮削器，看似平平无奇，但通过高磊的讲述，观众感
受到这些器物背后，重庆先民为适应环境、改造自然所付出的艰
辛努力。

“这些讲座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重庆的历史。”市民丁然每晚
都要听讲座，他说，在直播中开讲的专家是他的榜样，一个问题怎
么切入、如何展开都是有诀窍的，他受益颇多。他期待，该系列讲
座可以增加一些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吸引更多群体关注和互动，
让大家携手把重庆的历史文化传承好。

据了解，云体验“发现重庆·历史文化大讲堂”活动将继续开
展，详情可关注“重庆老街”微信公众号。

“发现重庆·历史文化大讲堂”
线上圈粉热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11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生
态环境局获悉，11月1日以来，全市累计收运处置医疗废物10400
吨，其中中心城区6100吨，医疗废物收运处置总体平稳有序。

当前，重庆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最吃劲的时期，医疗废物产生
量骤增。重庆第一时间制定印发《重庆市中心城区医疗废物应
急处置调度方案》，落实北碚和渝北垃圾焚烧厂、长寿危险废物
焚烧厂、璧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等应急处置中心城区医疗
废物，并指导巴南、江津垃圾焚烧厂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提前储
备充足的应急处置能力。中心城区各区落实医疗废物应急运输
车辆385辆，并从万州、涪陵、永川、铜梁、丰都、石柱等区县和云
青、天志等危废处置公司调配专业车辆和相关人员，缓解中心城区
医疗废物运输压力。

同时，城区建立医疗废物跨中心城区应急运输“白名单”机制，
对中心城区溢出的医疗废物运输人员，不因单独的跨区域原因对
其健康码赋码管理，进一步畅通医疗废物运输人员出行；统筹垃圾
焚烧设施和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及时细化完善分流、应急方案，优
先处置风险较高、积压量大点位的医疗废物。

同时，各区县也全力开展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工作。比如：11
月8日以来，渝中区24小时调度医废收集转运情况，时时更新高
风险区、隔离酒店、核酸采样点信息，按照“定车、定人、定路线”收
运模式，快速转运医废；南岸区紧盯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转运等重
点环节，建立工作台账，覆盖医疗卫生机构、集中隔离点、核酸采集
点等重点区域，就近设置医废临时转运场所，优化医废运输效率；
铜梁区成立12个督导小组，对各核酸采样点、集中隔离点进行常
态化监督检查，科学指导收集、暂存、转运等环节，加强医废监管；
南川区对180个核酸采样点开展检查督导，及时纠正垃圾混装、打
包不规范等问题，强化对医疗废物的规范转运处置。

重庆全力保障
医疗废物收运处置

11月以来累计收运处置医疗废物10400吨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凯）“刘大哥，今天症状减
轻没有？”11月28日一早，渝北区两路街道双北街社区疫情防控
志愿者李锋给一位居民打电话询问病情。得知对方药到病除，他
放心了，在“28日待办清单”上划了一笔。

李锋是重庆市勘测院空间信息分院总工程师，这位刘大哥是
他特殊关爱名单上的一员。11月15日，李锋到老旧小区、双北街
社区报到成为一名志愿者。他负责的片区有8栋单体楼、1000多
户居民。下沉社区首日，结合社区防控花名册，他建立了一个单独
的特殊关爱名单，将51名封控区内的保供人员、无人照顾老年、患
病者、残疾人、孕妇纳入进来，又挨个报上自己的联系方式，动态掌
握他们的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及就医需求。

每天，李锋逐个记录下居民的“订单”，再赶往附近超市一一购
置，给封控区的居民配送各类生活物资。封控区内60多岁的刘阿
姨家的米缸见底了，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网上购物的她心里很着
急。李锋接到电话后，很快到超市买了几十斤米。“他喘着粗气把
大米扛上6楼，连水都没喝我一杯。”刘阿姨为这位“暖男”点赞。

8栋单体楼均无电梯，近半个月来，李锋日行2万步，保证了特
殊关爱名单今日事今日毕。

志愿者建特殊关爱名单
精准对接服务

日行2万步为老人、病人、残疾人送物资

文化大餐“云”上享

疫情要防住·文明在行动

11月15日，重庆铃耀汽车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工人正在生产。

据悉，本轮疫情发生后，巴南区经
济信息委联合相关部门，协助全区近
190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安全稳定的闭
环生产，目前恢复生产企业数量还在稳
定增加。

目前，全区 305 户规上工业企业中
有近 190 家企业闭环生产，其中，18 户

“双百企业”中有15户企业闭环生产，各
园区干部职工在岗率近80%。

通讯员 方霞 摄/视觉重庆

巴南区：

近190家规上企业
闭环生产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本报记者 李志峰 张亦筑
张凌漪 云钰

“陈医生普及了防疫知识，传递了一
线真情，这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只要大
家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早日打赢这场
疫情歼灭战。”

11月27日，重庆日报刊发《“真情告
白”的重庆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医生
找到了》报道，详细介绍了渝北区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副主任陈艳秋发出一段关于
新冠病毒和隔离相关常识科普语音的前
后经过。该报道也被中央网信办全网推
送，在广大读者中广为传播。

“将知识和真情传递给了
大众，很了不起”

“陈医生的语音‘走红’，我们一点都
不觉得意外。她是一个很有担当和爱心
的医生，这几年始终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还经常进行宣教科普。”27日下午，重
庆日报记者联系上陈艳秋同一科室的陈
艳医生。她告诉记者，从重庆日报新媒
体上看到这则报道后，第一时间她就转
发到了医院的职工群和亲戚群、朋友群，
和大家分享。

在陈艳看来，陈艳秋的科普让广大
市民更了解抗疫一线的真实情况，也更
理解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工作。

“虽然很忙碌，但我们始终关注患者
的病情，并从一些细节入手，关注患者的
心理、生活等，争取让患者能早日康复出
院。”陈艳说。

秀山县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杨川仔
细看完了报道中的视频和文字。目前正
在负责当地新冠肺炎疫情流调溯源工作
的他表示，“陈医生通过科普的形式，将
知识和真情传递给了大众，看似是举手
之劳，实际上很了不起。”他说，自己将继
续坚守岗位，科学精准地开展流调溯源
工作，为打赢这场疫情歼灭战贡献自己
的力量。

“希望大家多体谅坚守一线
的人，我们争取早日回家”

陈艳秋这段关于新冠病毒和隔离相
关常识的科普语音，也为广大坚守一线
的党员干部增添了“并肩作战”的信心。

“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警
察、志愿者……他们冲在防疫一线，不
分昼夜，默默为我们筑起疫情防线，我
们应该给予这群最美逆行者深深的敬
意，理解、支持各项防疫工作。”市科技
局青年党员干部谢林伶说，陈艳秋发自
肺腑的呼声让她感动。立足自己的岗
位，她表示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
普宣传工作，为防疫工作提供科普支
持。“只要大家保持耐心、坚定信心，劲

往一处使，就一定能早日打赢这场疫情
歼灭战。”

陈艳秋的深情“告白”，让高新区白
市驿镇应急办干部黄可深有感触。他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他妻子是九龙坡区人
民医院口腔科医生，自11月8日起，妻子
已经20天没回家，一直奋战在一线，为
隔离人员上门采集核酸。“医务人员真的
很辛苦，工作很危险。他们不分昼夜地
工作，随时准备采样，有时刚脱下防护
服，又接到新一轮采集任务，立马消毒、
换装、出发。他们时常忘记吃饭，常常工
作到深夜，身边的同事不停地有人累倒
了、累病了，但他们一直靠着坚强的毅力
和必胜的决心在坚持着。”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黄可同样已经
21天没回家，和广大基层工作者、志愿
者、医生、警察一样，一起守护着这座
城。他说，“希望疫情赶快结束，希望大
家多体谅坚守一线的人，我们争取早日
回家！”

“拎得清，看得明，方能齐心
抗疫共迎美好”

在抗疫一线，到处活跃着志愿者的
身影，陈艳秋的“告白”也让他们深受鼓
舞。

“陈医生和她同事们的故事，我感
同身受。”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

学院教师曹煜看过报道后，非常感慨。
本轮疫情发生后，他和4位老师一起，带
领学校120名医学生志愿者，一直奋战
在某方舱检测实验室，主要任务是转
运、消杀、分装、编码、扫码，以及送检核
酸检测样本，每天的工作量都在15万管
左右。

“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有怨言，每天都
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曹煜表示，他为和
陈艳秋医生一样有着强烈责任心和奉献
精神的志愿者们感到自豪，希望早点歼
灭疫情，所有辛苦付出的人都能早日回
家。

在南岸区中医院片区核酸采集点，
负责转运核酸采集标本的重庆医科大学
第四临床学院2022级临床医学博士生
志愿者杜宁表示，“作为一名在一线支援
的医学生志愿者，我们的苦与累都是次
要的，关键是要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我们需要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扛过这艰
难时刻”。

“希望这样以正视听的宣传再多一
些。”家住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学苑社区的
居民黎仁济在朋友圈转发重庆日报的报
道时，写了长长的一条推荐语。他说：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到来！疫情当前要拎得清，看得明，
方能齐心抗疫共迎美好。只要我们每个
人都做好每个细微之处，我们一定会打
赢这场疫情歼灭战。”

重庆社会各方热议“真情告白”科普语音——

“我们需要众志成城，扛过这艰难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