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防疫

本报讯 （记者 李珩）7 月 30
日，重庆本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例，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快速开
展疫情防控处置应对工作，除管控区
域内居民的核酸检测外，全市范围内
各医院、卫生服务中心核酸检测相关
部门也增派人手，加班加点为市民提
供核酸检测。8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
了解到，全市针对本地普通群众以及
来渝返渝人员的核酸检测采集量明显

增加，部分医院单日采集量增长了约
5倍。

当天上午，市中医院核酸集中采集
点，做核酸检测的人不少。“7月28日
前，我们平均每天检测400多人，最近
检测需求不断增多，每天超过2000人
来院检测。”市中医院核酸集中采集点
护士长王晓飞介绍，为更好地服务群
众，医院的采集间从原来的3个增加到
6个，并增派人手，每天早8点至晚8点

不间断为市民进行检测。
天气炎热，检测点也贴心地为群众

准备了6台冷风机、15个遮阳篷。“我刚
从海南出差回来，做个核酸检测放心
些。”家住渝北区余松路附近的李女士
刚返渝便拖着行李箱来到医院做检
测。从取号、排队到检测完，10分钟不
到。“整个流程都有人在旁边指导，所以
检测起来非常快。”李女士说。

在1号采集间，记者看到，“90后”
护士黄利均正在消毒、戴手套、询问信
息、拧瓶盖、取样、收入标本袋……最快
时，黄利均一分多钟就可以完成一个人
的检测，一次轮班可以检测近500人。
黄利均说：“我手上动作再快点，外面的

市民就能少等一会儿。”
据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连日来，全市广大医务工作
者火速奔赴岗位，在高温下迅速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环境消杀、医疗
救治等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范，
全市将统筹调配医疗资源，规范就诊
流程，保障市民看病就医。同时，市
级层面不断加强核酸提取试剂、核酸
检测试剂等物资储备，统筹调度全市
检测力量，加快核酸检测速度，提高
核酸检测效率，做到应检尽检、愿检
尽检。

核酸检测采集量明显增加

全力做到应检尽检愿检尽检

□本报记者 彭瑜 通讯员 陈元媛

“来！来！休息时吃点西瓜解解
渴、消消暑。”7月31日，气温37℃，江津
区双福街道双河路社区核酸检测点，一
辆皮卡车拉来满车西瓜。驾驶员一边
抱西瓜，一边对核酸检测点的工作人员

说，“大家辛苦了！这是一位卖西瓜的
姑娘送给大家的。”

卖西瓜的姑娘叫王倩，23岁，在江
津双福国际农贸城销售水果。

“他们太辛苦了！”王倩说，疫情来
临，她看到医务人员身着密不透气的防
护服，冒着酷暑为群众开展核酸采样；

广大民警、社区干部等坚守在各个检测
点维持秩序，脸晒得脱了皮、汗水湿透
了衣服。王倩告诉记者，“他们坚守的
是老百姓的安全，我决定把这批西瓜捐
到一线去，表达一份心意。”

由于疫情管控，如何将西瓜送出去
成了难题。得知王倩的爱心之举后，双
福街道、辖区市场监管所等相关部门立
即组织人员予以协助，将王倩捐出的1
万余斤西瓜送达各个核酸检测点，为奋
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执勤民警、工作
人员们送去清凉。

除了王倩，当地还有不少群众自
发给各核酸检测点送来清凉解暑物品
慰问大家。在双福福成社区，爱心人
士送来酸奶、冷饮等清凉饮料慰问核
酸检测点一线医务人员；在双溪社区
检测站，有人为医务工作者制作了
100份奶茶；在双凤路社区，志愿者为
医务人员赠送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
物资。

在双福福城社区核酸检测点，护士
吴双双说，“只要我们上下一心，团结一
致，没有过不去的坎！”

江津23岁卖瓜姑娘：

1万余斤西瓜捐到防疫一线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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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8月1日，我市渝北、江津、涪陵、开

州、武隆、彭水等6个区县局地最高气

温超过40℃。重庆市气象台预计，未

来几天我市以晴热天气为主，部分地

区气温可达40℃以上。

当前正值高温酷暑，在防疫一线、

在建设工地、在农村田园……广大劳动

者仍战斗在一线，向他们致敬。同时，

不少市民也给一线工作人员送去解暑

降温爱心物品，各部门各单位也纷纷出

台防暑降温措施，为他们提供有力的服

务保障。

□刘江

烈日当空，暑气炎炎，正是一年中
最热的时候，却挡不住广大一线劳动者
奋斗的脚步。

他们是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身着
厚厚的密闭防护服，双手被汗水浸到泛
白，在病毒面前筑起健康防线；他们是
项目工地上的工人师傅，顶着骄阳，争

分夺秒，全力以赴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他们是大街小巷的环卫工人，起早摸
黑，挥洒汗水，换来城市的干净整洁；他
们是公安民警、电力检修人员……

“不知道你是谁，却知道你为了
谁”。每一滴劳动者的汗水，都在守护
城市的有序运转；每一份倾情付出，都
在为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添砖加瓦。这些奋战在高温酷暑

一线的劳动者，用默默奉献和恪尽职
守，为这座城市作出了特殊贡献，让我
们感动，更值得我们致敬。

向高温一线劳动者最好的致敬，就
是关心关爱他们的实际行动。有关部
门采取更加务实、贴心、到位的举措，合
理安排工作时间，做好防暑降温和安全
保障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让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身工

作。对高温一线劳动者的人文关怀和
服务保障，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温情，让
发展更有温度。

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汗流浃背
为市民做核酸检测；现场排队检测的
群众，则自发给医务工作者送西瓜、扇
风降温。发生在江津区集中采样点的
温馨场景，生动诠释着高温下的彼此
守护。携手同行，互相关爱，让更多人
从高温天气中感受到丝丝清爽和舒
适，在坚守和付出中收获更多感动和
力量。

致敬高温下的坚守与付出

本报讯 （记者 周松）8月1日中
午12点，户外气温高达38℃。大渡口区
金融广场小区，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党员
疫情攻坚突击队民警宋军舰刚忙完上午
的执勤任务，回到休息点脱下防护服，两
个多小时的忙碌，他全身被汗水浸透。

“这个天穿着防护服在户外活动，

确实对我们是考验。”宋军舰说，早上穿
上防护服不到3分钟，全身就开始出
汗，不一会就湿透了。为了防止中暑，
每次穿防护服前，他都会喝两支藿香正
气液。“但是为了尽量避免上厕所，我们
执勤前都不会喝太多的水。”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大渡口区公安

分局党员疫情攻坚突击队民警从7月
30日开始就来到金融广场小区执勤，协
助医护人员对小区群众进行核酸检测。

宋军舰告诉记者，为了防止中暑，
他们将11人分为三班，每12小时轮换
一次。又将同一班的民警分为多个组，
在太阳直射下的执勤岗每半小时轮换
一次。

此外，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后勤保障
部门还调来带空调的活动板房，架设在
执勤点附近，供轮休的民警暂时休息。
在金融广场附近就架设有数个活动板

房，安置有4张床，上下铺可同时供8名
民警休息，板房内还准备有藿香正气
液、风油精、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

分局警保处副主任陈城告诉记者，
分局成立了专门的后勤保障组，除了调
来活动板房外，还为每个执勤点准备了
防暑降温药品和矿泉水等物资，并定期
对执勤点的防护服、口罩等防疫物资进
行清点补充，保障一线执勤民警的需求
和安全。“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安排食堂
师傅熬好了绿豆汤，准备了老荫茶和西
瓜等，送到一线执勤点去。”

活动板房 绿豆汤 老荫茶

多举措为执勤民警防暑降温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杨永芹

最近几天，重庆“高温”来袭，但重
点建设项目的工人们仍坚守岗位。8月
1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了部分工地，发
现他们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也有很多防
暑降温的“凉”方。

蔡家嘉陵江大桥项目：
错峰施工，早班时间提前到6点

早上6点，许多市民还在睡梦中，
建工集团蔡家嘉陵江大桥项目部安装
工刘灿洪已出现在大桥桥面上。

虽是清晨，他仍穿着长袖衣服，戴
着厚手套。刘灿洪主要负责主桥交接
墩检修道栏杆安装及主桥检修道施
工。他告诉记者，夏天桥面施工，防烫
是关键。因为阳光暴晒后，桥梁表面温
度骤然升高，栏杆等钢结构更热得像烙

铁。不做好防护工作，很容易被烫伤。
应对高温“烤”验，建工集团蔡家

嘉陵江大桥项目部采取了错峰施工的
方式，工人们分成两段时间上班，上午
6∶00-11∶00，下午16∶00-20∶00。

虽然天气热、任务重，但首先要保
障工人的健康与安全。为此，项目部备
足了十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液、板蓝根
颗粒冲剂等防暑降温药品。工人们的
宿舍空调也全部进行了检修维护，确保
他们能够得到较好的休息。

蔡家嘉陵江大桥预计今年10月左
右建成通车，串联水土、蔡家、礼嘉、大竹
林等重要组团，缓解渝武高速交通压力。

龙兴足球场项目部：
施工现场设休息亭，免费供

应绿豆汤

王红雷是中建八局龙兴足球场项

目部的一名焊工，他每天工作要长袖、
厚衣服加身。

“我们工地的防暑降温措施做得很
到位。”他告诉记者，目前，他和工友都
是干两头，歇中间，上午6∶30-11∶00，
下午16∶00-19∶00上班。施工现场藿
香正气液、十滴水供应充足，还有免费
的绿豆汤喝。

王红雷最喜欢的还是工地上的休
息亭。施工现场共设有4个休息亭，每
个休息亭约5平方米，可供十来人休
息，亭内配有热水器和茶水桶，不管是
休息还是喝水都很方便。

龙兴足球场项目位于两江新区，是
重庆市打造的首座专业足球场，现已进
入钢结构收尾阶段，共有900多名工人
奋战在施工一线。该项目预计2022年
10月试运行，可容纳6万人观赛。

轨道交通十八号线金鳌寺车辆段：
高温时段更多采用机械化作业

8 月 1 日上午 9 点半，大渡口鳌
山村附近——在建的轨道交通十八
号线控制性工程金鳌寺车辆段施工

现场，旋挖钻、吊车等50多台机械设
备快速运转，两台洒水车来回洒水降
温降尘。

施工现场，35岁的张祖欢正在进行
边坡支护锚杆钻孔，旁边降尘降温的雾
炮机轰轰作响。“现在自动化作业，一台
空压钻机仅需我们两人，工作强度至少
减少了一半，效率却提升约两倍。”张祖
欢表示。

“若不是采用机械自动化施工，该
作业面至少需要 1000 人，现在只需
600人。”中铁二十二局重庆轨道十八
号线土建十标现场经理何伯绍表示，在
不影响工期的情况下，项目部减少了高
温时段露天作业的施工人员。

为应对高温，项目部每天为施工人
员熬绿豆汤，发放藿香正气液、王老吉
等防暑药品和饮品。同时，增加作业区
通风设备和地面洒水频率等。

目前，金鳌寺车辆段工程土石方
开挖及回填已完成90%，预计8月底
全部完工。同时，该试车线隧道预计
年底主体完工，运用库等工程明年完
工。

实行错峰施工 备足清凉饮品

建筑工地防暑降温有“凉”方
保进度

▲轨道交通十八号线金鳌寺车辆段，施工人员正在接防
暑降温茶水。 （中铁二十二局供图）

▲南岸区刘家坪地铁站，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路面。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秀山县，为搭建防疫隔离观察点，电力工人正在紧急
施工。 （受访者供图）

▲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多举措为执勤民警防暑降温。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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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双福，医护人员入户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采样。
通讯员 何霞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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