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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儿童医院

医务人员当起临时“爸妈”
“你好，31床家长，你们家宝

宝今天的情况很稳定，全天奶量
也比昨天多了 5%……”近期，西
安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平均每天
都有三到五个小患者等待出院，
但由于当前疫情形势，患儿家长
无法及时来院。

鉴于这种特殊情况，科室医
务人员为这些宝宝安排了“临时
爸爸妈妈”工作班次，全员参与照
顾这些小婴儿。他们轮流给患儿
喂奶、监测体征、安抚情绪……守
护着这里的“新希望”。

西安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主
任赵玉娟表示，宝宝住院时间比较
长，随着日龄增大情感需求也增
大，所以当宝宝哭闹时，工作人员
就会和宝宝说话、给他们听音乐，
这样他们就能很快安静下来。

实习记者 李旭东 摄影报道

西安战“疫”中的五张“面孔”：
平凡力量微光成炬

“我老婆快生了，我们打不上车，快帮帮
我们吧。”战“疫”期间，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
局胡家庙派出所副所长苏哲在运送防疫物
资的路上，突遇一对夫妻拦车。

苏哲见状，立即让夫妻二人上车。“别害
怕，一定会把你平安送到医院，再坚持一
下。”苏哲一边开车一边安抚孕妇情绪。一
路上警车疾驰、警灯闪烁，不到 10分钟便将
孕妇护送到医院。随后，苏哲便重新返回了
疫情防控工作岗位。

“小家伙挺会挑日子，虽不知你姓啥，但
叔给你把名字想好了，就叫‘一（疫）平’吧！”
苏哲事后在朋友圈中写道。

在漫长的冬夜，闪烁的警灯如一道温暖
的光，照亮了街道的每个角落。

“做核酸检测时看到医务人员在寒风中
坚守岗位很辛苦，我就想做些什么能够帮
助他们。”西安青年王梓帆表示。随后，从
事房车行业的王梓帆决定把房车从田园开
进城市，为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搭建起

“移动的家”。
“房车停在核酸检测采样点附近，车上水

电齐全，还有空调和床，给一线医务人员提供
了一个临时场所，让他们轮换值班时可以在

车上休息。”王梓帆说，只有每个人积极配合
防疫工作，这座城市才能尽快渡过难关。

夜已深，在西安市灞桥区金裕青青家园
核酸采集点，西安中医脑病医院的医务人
员贺纹纹结束了核酸采样工作。脱下防护
服、做好消毒后，一束等待了 7个多小时的
鲜花送到了她的手中，上面附着的卡片写
着：“向抗击疫情的一线人员致敬，愿山河
无恙，人间皆安。”

“我觉得这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鲜花，
而应属于现在正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所有医
务工作者。”贺纹纹表示，在她身边还有来
自西安中医脑病医院的 400 名医务人员一
起奋战，以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这
座城市保驾护航。

目前，西安全市设置核酸检测采样点
4485个，投入采样人员 3.1万余人，并组织了
1221个流动采样队，为建筑工地、商铺、摊点
等特殊人群进行巡回摸排采样。

来自南京的 95后陆远从事档案管理工
作，业余时间兼职摄影。对北方城市充满兴
趣的他，在 12月 18日飞抵西安，本计划到西
安逛逛钟鼓楼、城墙、大雁塔等景点，拍摄一
些素材。但随着西安疫情防控升级，陆远返

程之路遇阻。“只有疫情散去，自己才能早些
回家。”于是他产生了当防疫志愿者的念头。

如今，陆远已战“疫”数日，陆远称，这次
经历，让他体会了基层防疫人员的辛苦。希
望通过自己和大家的努力，能让西安的疫情
快些散去，让归乡之路变坦途。

2022年陕西省研考于 2021年 12月 25日
至 27日举行。今年全省研考报名总人数近
17 万人，其中在西安市参加考试的考生约
13.5万人。

当前，西安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对
研考造成巨大影响。面对复杂又艰巨的组考
工作，西安各考点师生与工作人员，筑起“战
疫防线”，确保考生“应考尽考”。

“作为老师，我们就是要给学生提供最
大的便利，帮助他们顺利追求自己的梦
想。来参加监考本身就是我们的本职工
作，理所应当。”西北大学教师雷勇第四次
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监考，学生们艰难
赴考的执着精神让他动容。

诚然，在“疫”线之上，诸如苏哲、王梓
帆、贺纹纹、陆远、雷勇这样的“面孔”还有成
千上万个，普通人帮普通人，疫情之下，“平
凡”的温暖缓缓流淌…… （张一辰）

陕西：严防医疗废弃物等混入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近日，省住建厅印发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工作
的通知》，就做好疫情期间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运输和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强调，要强化生活垃圾安全收集，严格
防止医疗废弃物等混入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切
实提高生活垃圾安全处理水平。要确保生活垃
圾安全运输，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及时调整生活
垃圾运输时间、频次和路线，做到专车运输、密闭
运输，对清运车辆、转运设备等及时消毒灭菌。
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转运站、压缩站作业程序，
作业前后至少进行一次彻底消毒。要规范生活
垃圾处置监管，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处理场（厂）无
害化作业相关标准规范，作业区每天至少进行一

次全面消毒。清运车辆驶入处理场（厂）后应严
格遵守场（厂）区规定，规范作业过程，配合做好
全车消杀工作，驾驶员非必要不得下车。要落实
作业人员防控措施，加强环卫作业人员培训，积
极调配防护用品，指导正确使用，对工作用具、人
员宿舍、临时休息场所等做好日常消毒，营造安
全的工作环境，确保人员自身安全。

西安市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适时整体提
高生活垃圾消杀等级和一线作业人员防护等
级。西安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应急接收处置普
通医疗废弃物和纳入医疗废弃物管理的涉疫
垃圾时，要督促协调生态环境、卫生健康部门
落实监管职责，优先安排涉疫垃圾入炉焚烧，
尽可能缩短暂存时间，做到随到随处置。

12月27日，在西
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主任医师牟建
军为患者做检查。

西安市本轮疫情
发生以来，应防疫需
要，部分医院暂停门
诊、急诊。为保障患
者就医需求，在严格
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
下，西安交通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第二附
属医院等部分医院已
陆续恢复门诊、急诊
服务。 李一博 摄

本报讯（张军建）12月27日，渭南市政府新闻
办发布会消息，截至 12月 27日 8时，全市共排查
出 12月 6日以来从西安、延安、咸阳来渭返渭人
员 27206人，均已按要求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2月26日，渭南市蒲城县报告一例从西安返

回人员（李某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确诊病
例。市县两级应对疫情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
应，严密开展流调排查、医疗救治、隔离管控和核
酸检测、终末消毒等处置工作，严格落实各项措
施。追踪管控B类密切接触者121人、C类443人，
均已进行集中隔离和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渭南：排查27206人 核酸结果均为阴性

咸阳：十一类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
本报讯（刘坤）针对近期疫情形势，咸阳市

加大生活必需品调运和储存力度，重点企业加
班加点生产保供、增加备货量，在主城区设置
147处便民蔬菜销售点，方便群众采购；针对不
同消费需求，推出特色蔬菜包，利用线上商城
为小区居民进行配送。目前，咸阳市粮、油、
肉、菜、蛋、奶等 11 类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

足，市场运行平稳，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市
场应急调控需要。

目前，咸阳市市级冻猪肉储备 1200 吨、冬
春蔬菜储备 1800吨，其中，储备肉能够满足城区
常住人口 7天的消费量，冬春蔬菜能够满足城区
常住人口 5天的消费量，小包装粮食、桶装食用油
等储备充足，能够满足常住人口1个月的需要量。

西安：雁塔等三区每日一次全区核酸筛查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2月 28日，记者从西

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 39
场）获悉，雁塔区、长安区、高新区从 12月 28日
开始，每天开展一次全区核酸筛查；莲湖区根据
情况，增加全区核酸筛查频次；从其他区县、开

发区抽调采样人员 1250人，支援以上 4个区县、
开发区开展核酸筛查。

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参加核酸筛查时，
做好个人防护，有序等候排队，不交谈、不聚集，
采样结束迅速回家。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2月 28日，西安
出租车管理处制定下发《关于印发<出租汽
车行业疫情防控运力保障方案>的通知》，
成立了疫情防控运力保障调度中心，三个
专项保障单元。其中，核酸检测样本转运
调度单元，将从全行业各企业选取 300辆车
作为保障车辆，另安排 30辆作为备用车辆，
全天候接受各区县核酸检测样本转运需求

并及时调配运力，保障运送到位。截至记
者发稿时，已安排 244 辆协助雁塔区、莲湖
区，定点参与部分社区转运核检样本任务，
为西安市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除此之外，西安出租车管理处还将成立
市民生活物资运送保障单元，从全行业选
择 1000 辆出租车组成志愿服务队伍，作为
市区非封控区小区生活物资运输保障处储

备力量，通过微信群方式组织调度，按照东
西南北不同区域分组，确保及时高效运送
到位。第三则是 95128助老叫车热线单元，
保持热线 24 小时畅通，随时接受电话叫车
预约，以社会自发营运车辆组成运力队伍，
通过报文、电话等方式即时告知就近驾驶
员接单运送，确保老年人和其他特殊需求
群体出行得到有效保障。

西安：300辆出租车将参与社区核检样本转运

在这个冬天，等待，是一个沉重又美好
的词。

12月27 日 12 时，西安市启动新一轮核
酸筛查，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很
多普通市民来说，家成了唯一的生活领地，
而安稳的等待便是对西安抗击疫情最有力
的支持。

“放心去吧，我和宝宝等你回家。”爱人温
柔的话语，成为前行者身上的铠甲；“各自珍
重，等疫情过去，咱们再聚。”亲朋“云端”的约
定，为平淡的日子增添期盼；“加油，别给大家
丢脸！等胜利归来，一同庆功。”战友郑重的

嘱托，让“出征”的队伍士气昂扬……等待，凝
聚着力量、承载着温情、传递着使命！

“阿姨没事，我不冷，我和妈妈一起排队
等。”孩子懂事的拒绝，让坚守的志愿者眼眶
湿润；“特殊时期，东西晚到没关系。你慢慢
送，注意安全。”陌生人理解的宽慰，让奔波
的身影心头一暖；“坚决配合，听党和政府安
排，安心等通知。”居民毫无怨言的配合，让
管理者信心百倍、底气十足……等待，是支
持，是包容，是信任！

于无声处听惊雷。在一份份静默的等待
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座空城，而是众志成城。

其实，谁都想有情人朝夕相伴、全家人欢
聚一堂，谁都盼有朋自远方来、自由出行不受
约束。但此刻，一个个普通人放弃个人小幸
福，配合防疫大局势，自觉居家，安心隔离，用
忍耐和克制等待一座城市的疗愈。

等待，是因为看见，那些舍小家为大家的
奉献和即使畏惧仍向前的勇毅里，倾注着多
少人的心血；是因为懂得，面临严峻考验，识
大体顾大局，手相牵心相连，才能胜利；更是
因为笃信，一个饱经苦难却愈挫愈勇的民
族，和一个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创造着
人间奇迹的伟大政党，是不可战胜的。

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
神传承间，悠悠古城风骨依旧；血脉相连

处，秦地儿女气概依然。
此时，这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的严峻斗争正在进行，而你我安稳
的等待，就是对病毒的宣战、对英雄的致
敬、对家国的担当。

车水马龙，只是佳事；国泰民安，才是幸事。
再等等吧，等一日云开雾散，候一城烟火

繁盛！ （陶玉琼）

本报讯 12月 28日，网传西安全市戒严
并严查外出流窜人员，引发关注。西安市网
络举报中心发布通报，经证实此信息为谣言。

当日，在微信群及微信朋友圈中流传一
则消息，称“市政府明确：自今天上午 8：30
起，西安市公安部门及派出所对全市各大街
道进行戒严，警务人员在全市各大街道对外
出流窜人员进行严查、拘捕，并对拘捕人员

个人及单位进行重罚，同时对本单位企业法
人等相关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居家人员禁
止随意进出小区及私自外出流窜。如有外

出流窜人员，一旦被警务人员拘捕，单位立
即开除处理，部门负责人第一责任人，分管
领导第二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望周知！”
经证实此信息为谣言。

西安市网络举报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关
注权威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要
通过权威机构的发布平台，了解科学防疫知
识等相关信息。

西安全市戒严拘捕外出人员？

官方回应：这是谣言

本报讯（孟珂）日前，陕西省医保部门积
极做好疫情防控医疗救治保障工作，确保患
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收治医院不因支
付政策影响救治。截至12月22日，西安市医
保部门就此次疫情防控向10个定点医疗机构
和6个区县共拨付周转金4800万元。

近期，陕西省医保局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医疗救治保障相关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区）医保部门把握
当前疫情防控大局，认真做好医疗救治资金
预拨工作。

此外，为确保参保单位、参保人员、定

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能够在疫情防
控期间正常办理医保业务，省医保局要求
各市（区）医保部门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手
续，利用互联网实现医保服务“不见面办”

“及时办”“便民办”，支持定点医疗机构根
据患者实际情况，实施“长处方”报销政策。

陕西医保系统预拨资金保障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西安市已拨付4800万元

等一日云开雾散 候一城烟火繁盛

12月27日20时，空军军医大学举行出征
仪式。20 时 27 分，5 辆载着 150 名医务人员
的车辆整装出发，支援西安抗疫。

据悉，本次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由唐都
医院副院长耿捷担任队长，人员构成依托

校属西京医院、唐都医院、口腔医院、第986
医院中有过援鄂和陕西省新冠医疗救治经
验的骨干力量，涵盖呼吸、感染控制、重症医
学、中医、检验等多个科室，医疗队整体疫情
防控经验十分丰富。 本报记者 牟影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