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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开展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盛丽/文 陈艺/摄

战战疫疫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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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今年过年， 京东快递小哥贾
志强师傅决定留守北京， 把两个
孩子接到身边团圆。 然而一场防
疫战斗下， 贾师傅的这个节过得
有点不寻常。 在大家都深恐染上
病毒的这个春节， 总有一些人坚
守岗位 ， 维持着这座城市的运
转。 贾师傅就是其中一个。

大年三十儿一大早天还没
亮， 记者戴着口罩来到位于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京东北京亦
庄智配中心。 贾师傅早就在理货
了，一边往电动小车上搬着货物，
一边向记者念叨着：“贴着绿色胶
带的是生鲜； 红色胶带的是易碎
品，需要看清楚上下面；重的、盒
子比较大的放在车顶上， 不会往
下掉；先送的要放在靠外的位置，
后送的可以放里头，放乱了，这一
百多个件儿找起来得累死人。 ”

8点半， 天色由暗逐渐大亮，
贾师傅已经将100多单的货物装
上了小车， 准备出发送货。 记者
看到， 这些货以坚果、 牛奶、 饮
料、 生鲜等年货为主。 虽然有一
些口罩、 消毒液， 也并不算多。
贾师傅送货的地点是经开区的一
个小区， 距离智配中心有8公里，
贾师傅每天往返两次， 节前每天
要送300多单货， 一般要到晚上8
点才能回家。 大年三十儿这天，
单数减少。 贾师傅计划着早点回
家， 跟家人好好过个节。

贾师傅的车载着满满的货
物， 不敢走快， 要开20分钟到半
个小时。 这一道上， 不善言谈的
贾师傅说起自己的过年计划 。
“两个孩子都到北京啦， 我和媳
妇这个假期都得上班， 孩子们在
家写写作业， 和我们团聚团聚。”
贾师傅今年41岁， 大儿子明年高
考， 小女儿上小学二年级。 平时

两个孩子在山东老家和外公外婆
生活， 只有寒暑假能到北京与父
母相聚。 在贾师傅的计划里， 他
要在大年三十儿早点下班， 和媳
妇、 孩子们吃一顿年夜饭， 大年
初一休息半天， 带两个娃逛逛北
京。 那个时候， 北京的疫情虽然
已经有所报道 ， 但尚未拉响警
钟。 京东公司给值班的快递小哥
发放了口罩， 贾师傅在送货时戴
了起来， “怕人家客户嫌弃。”

大年三十儿的居民小区里，
还能看到居民扎堆早锻炼、 跳广
场舞。 贾师傅进入居民楼时， 一
对没戴口罩的老夫妻见面和他打
招呼 ： “还不歇 ？ 年轻人不容
易。” 当天， 贾师傅一共送了190
多单货物。

随着假期一天天的度过， 有
关疫情的消息越来越引起居民的
关注。 贾师傅在送货的时候， 也
感受到了变化， “一开始是戴着
口罩送， 敲门进屋， 或在门口递
给人家； 后来公司提醒让我们与
客户尽量保持距离， 我就送到门

口， 让客户自己取， 与客户不见
面； 到了初六， 物业不让进小区
了。” 贾师傅说， 他只能将货物
送到居民小区的大门口， 一个一
个打电话让客户们到小区门口来
拿， 有时要在寒风中等很久， 才
能把货物分发完。

为了家人的健康， 贾师傅每
天回家之后都第一时间洗手， 口
罩也不敢离身。 但是， 工作他一
天都没耽误。 “前几天送的货还
是以年货小家电为主。 这几天大
米白面食品饮用水逐渐多了。 而
且和往年不一样， 单数一直都不
降， 每天都接近两百单。”

贾师傅说， 还在外头跑， 不
仅仅是为了一点工资， 而是觉得
很多居民都指着快递送生活物
资 ， “咱不能这时候掉链子 。”
贾师傅唯一遗憾的是， 孩子们好
不容易来一次， 都没来及出门，
只能在家呆着。 不过， 学校延迟
了开学， 孩子们可以在身边多留
一段时间， 在这个不一样的春节
里， 一家四口也算团圆了。

这个春节，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爆发， 火车站人流密集，
是感染疫情的高危场所。 “我们
的工作就是为旅客提供安全舒适
的出行环境 ， 这也是我们的责
任。” 北京客运段京广动卧车队
列车长王晶说。

京广动卧车队D927/8次列
车由北京西开往深圳北， 其中也
包括途经疫情高发的湖北区域，
随着国家的防控措施日益严厉，
每一个职工心里都清楚每一趟乘
务工作将要面对的严峻形势 。
“戴好口罩” “勤洗手” “不行
就请假吧， 别走了”， 临行前满
头银发的父母一遍遍的叮嘱还回
响在耳边， 但是大家依然准时到
岗， 无一人请假。

1月31日19时55分，列车从深
圳北站始发， 列车长王晶对每一
名乘务员的防护用品佩戴情况进
行了细致的检查， 叮嘱职工将配
发的消毒喷剂在重点部分喷洒。
该落实的都落实了， 一切都在按
部就班的进行着，旅客秩序良好，
乘务员按标作业，情绪稳定，王晶
一直悬着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
谁知道列车刚刚驶入广州南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列车长王晶与广州南站乘警
交接时得知， 1车厢4A将上一位

近期有武汉旅行史的旅客， 由于
该站停车时间较短 ， 接到消息
后， 王晶立即用电台通知值乘乘
务员杨健找到该旅客， 带她到无
旅客的3号车厢。 广州南站开车
后， 旅客称身体不适， 杨健对该
旅客进行测量体温显示37.7℃，
王晶立即提高警惕启动应急预
案。 由于处置及时， 该旅客并未
在列车上与其他旅客有接触。

经过多次水银温度计测量，
确认该旅客体温37.9℃。 列车长
王晶向运行所在局客调、 防控中
心、 本局应急办、 疾控中心等相
关部门进行汇报， 联系移交长沙
南站为旅客送医救治。

同时， 杨健主动申请自己一

人服务病人， 缩小接触范围， 当
旅客出现乏力， 咳嗽等症状时为
旅客送温水。 列车到达长沙南站
办理交接， 长沙防控中心对该旅
客所在车厢各部位进行消毒。

2月1日7时18分， 列车平安
驶进北京西站的站台， 车队领导
彭海燕在寒冷的冬晨迎接京深十
八组的职工归来 。 职工纷纷表
示， 在这个非常时期， 不畏惧，
不轻视， 妥善安排， 同心协力共
同战胜困难。 当日上午， 长沙南
站也传来好消息， 该旅客经过诊
断并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大家纷纷为旅客感到高兴， 真心
祝愿每一名旅客， 每一位奋斗在
抗击疫情的朋友都健康平安。

北京街道：

东华门街道下辖12个社区居委
会。 截至1月28日， 街道共有260余
名机关干部在社区疫情防控一
线， 其中区支援下派机关干部96名。

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工委书记
赵宏松介绍， 街道对辖区内的常
住居民进行全面摸排， 精准对接
每户情况。 “采取逐门逐户询问
或电话了解的方式， 掌握常住居
民的基本情况、 人员数及近期外
出情况。” 截至1月28日16时， 12
个社区共计已走访居民12338户、
30051人。

街道辖区共有14家工地， 留

守人员169人。 “我们也逐个走
访到工地， 了解情况。 提示工地
负责人， 每天检测体温， 外出人
员要进行登记。”

街道建立排查数据清单，其
中涉及社区排查情况、 酒店旅馆
排查情况、 辖区工地排查情况及
流动人口排查情况。 利用网格化
平台，对辖区居民来访来电、接诉
即办等案件中的相关诉求做好第
一时间记录及反馈， 全方位收集
信息。“我们还利用大数据等平台
技术， 动态掌握近期返京人员情
况，进一步提高监测。”赵宏松说。

强化街区、 校区、 园区、 社区 “四区联动”； 线下线上一同推进
疫情防控； 逐门逐户精准排查……1月29日， 大年初五， 记者来到海
淀区学院路街道和东城区东华门街道探访， 了解街道、 社区在疫情防
控上的多项举措。

地点：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办事处
举措： 街区、 校区、 园区、 社区 “四区联动”

1月29日， 上午9点记者来到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办事处。 在办
事处门口保安就得知记者要进
入， 第一时间拿来体温计进行测
试。确认体温正常后，记者进入办
事处的大院。

学院路街道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位于街道办事处的
二楼， 一进办公室一块有关街道
疫情防控全面排查台账的黑板格
外注目。工作人员介绍，这个黑板
上的数据每天下午3点都会进行
更新。据了解，学院路街道建立了
详细准确的数据台账。梳理、整合
地区现有社区、流动人口、酒店旅
客和外籍人员等各类工作平台数
据资源，开展地毯式摸排。

学院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冯志
明介绍， 街道发挥地区党建协调

委员会作用，强化街区、校区、园
区、社区“四区联动”，协调动员高
校、大单位、企业、物业、社区建立
沟通机制，全面对接应急预案、人
员排查，实时掌握工作进展。

“地区6所高校启动全封闭管
理，严查出入证件。地区大单位实
行一门出入， 对进出人员严格把
控，部分单位实行办公区、家属区
域两重封闭。减少人员大量聚集，
做好返京后的人员管理。”冯志明
说，“目前， 地区已有多家酒店主
动暂停营业。 我们还加强街道机
关及所属事业单位所有在编、协
管、聘用人员的管理，详细准确掌
握离京人员情况， 视情做好防护
隔离措施，特殊情况一人一研判。
做好物资储备和工作人员安全防
护工作，加强工作纪律。”

地点：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健翔园社区
举措： 线下线上一同推进防控

1月29日上午10点，海淀区健
翔园社区南门， 保安正在对进出
小区的快递员检测体温。据了解，
健翔园社区有869户 ， 居民2938
人，5栋高层塔楼。 社区使用多种
措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社区西
门、北门已经进行封闭。社区快递
可以进入大门，但不能进入楼门。
楼门口会有保安值守。

“在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党总
支部迅速调动一切力量， 整合各
类资源。 社区党员干部、 社区民
警、物业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四位
融一体，共同行动。 ”健翔园社区
党总支部书记董素萍介绍。

在居委会办公室中， 社区工
作者45岁的查文红正在根据社区

居民户口卡做着“地毯式”的排查
工作。 “我们一共有10名社区工作
者，每两个人负责一栋楼。主要是
根据卡片上的联系方式， 了解居
民春节这段时间所在的地点，和
健康等情况。目前，基本排查完第
一轮。 但是我们还会持续跟进这
项工作。 ”董素萍说。

此外， 社区还发动社区物业
公司专业力量参与防控。 不仅在
线下开展各种疫情防控工作。 健
翔园社区还将防控工作延伸到线
上。 “社区有自己的公众号。 社区
工作人员和社区党员们通过社区
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短信、
宣传栏、 电子大屏幕等及时发布
防治方法和温馨提示。 ”

地点： 东城区东华门街道
举措： 逐门逐户精准排查

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戴着口罩坚持送货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京东快递小哥贾志强：

不畏惧 不退缩 共同战胜困难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抗疫一线的列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