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测点位：
分配更合理

“检测很快，我已经做完了，
比上次更省事。 ”在东丽区华新
街道华轩家园核酸检测采样点，
居民赵洁华做完核酸检测后便
回了家，从下楼到上楼没超过 20
分钟。

没过多久， 华轩家园业主群
里纷纷发出了点赞的信息：“第三
次全员大筛，安排得井然有序，点
位增加了，速度越来越快，感谢所
有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 ”

检测点位增加，直接影响着
核酸检测的速度。 为确保精准、
高效完成本轮筛查工作任务，华
新街道科学匹配工作人员，由第
一次核酸筛查设置的 8 个检测
点位、12 条检测通道， 增至 9 个
点位、45 条通道。 华轩家园的检
测通道也由以前的 2 条增加至 3
条，速度提升了一大截。

“第一次大筛时，所有点位
都在一起， 居民们扎堆儿排队，
秩序比较混乱，影响了工作速度
和效率。 ”华新街道分管疫情防
控工作的郭庆森介绍，为了节省
居民排队等待时间，第二次检测
时，检测点位分设在了各个小区
内，速度明显提升。 第三次全员
筛查时，我们根据每个小区的居
民人数、 老年人占比等因素，合
理分配检测点的数量。

除了华轩家园，南开区金环
里核酸检测通道由以前的 2 条
增加至 4 条，瑞丽园核酸检测通
道由以前的 1 条增加至 2 条
……“志愿者用大喇叭一喊我就
下去了， 本以为得排队等会儿，
没想到不到 20 分钟， 就完事
了。 ”瑞丽园居民宋行军对这次
的速度啧啧称赞，“今天的核酸
检测做得真漂亮。 ”

检测流程：
小神器有大作用

检测点位优化、检测通道迅
速增加的同时，各个街道和社区
工作人员的“奇思妙想”和“发明
创造”也让检测流程提质增速。

牛皮纸材质的鞋盒子，盖上
一个手机摄像头区域大小的小
孔， 一侧开了 15 厘米左右宽的

“门”，纸板上用泡沫条固定了放

身份证的位置，身份证放上去从
“门”里推进去，正好对应上面的
开口，“咔嚓”一声，扫好，换人。
“麻利儿，倍儿快！ 提高了系统录
入工作效率。 ”登记的居民竖起
了大拇指。

在红桥区民族中学的核酸
检测采样点， 老师们自己做的

“扫证神器”发挥了大作用，大伙
儿还贴心地在盖子上标注了“请
出示身份证”的提示，用卡通漫
画做了装饰，画了手机拍照摆放
的位置：“社区工作者登记时手
累了还可以搭在盒子上歇一歇，
省点力。 ”

在河西区挂甲寺街的云广
新里，“扫证神器” 有了升级版，
志愿者拿来了孩子的学习用具，
成像的原理一样，盒子里面还安
了充电的小灯，摆放身份证的位
置固定了，光源稳定了，扫描起
来 1 秒一个，得心应手。

在核酸检测流程中，样本转
运至关重要。 在河北区旺海公府
社区采样点，距离筛查开始仅仅
过了半个小时，运送样本的专用
车辆就已经在此等候。 负责转运
任务的社区工作人员手拿试管，
逐一扫描条形码，将样本信息录
入系统，再将录入信息的试管放
入备好的样本转运箱。 随后，在
一旁等待交接的检测公司人员
核对完交接单，签字确认后完成
核酸采集样本交接。 随后，穿着
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将样本转运
箱搬上车辆， 整个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在东丽区华新街道各个核
酸检测采样点，为了提高工作效
率，工作人员制定大筛样品转运
明细表， 明确各点位联络人，转
运人员在到达点位前 15 分钟联
系提示打包封箱，“即取即走”确
保样品从采样到上转运车 1 小
时内送往检测机构。

志愿者：
经验增加准备充分

“咚咚咚……”14 日晚上 9
时，河东区巨福新园阎瑶的房门
被敲响，开门一看，一位身穿红
马甲的志愿者拿着一个登记簿
站在门口。

“打扰了，我们再来核查一
下人数，顺便统计一下老人和孩
子的情况。 ”李立一边询问着，一

边详细地在登记簿上记录着，最
后临走时不忘特别提醒一句：
“明天请您等我上门通知， 我不
敲门就别下去，免得挨冻。 ”

转天，从志愿者上楼敲门到
做完核酸检测，阎瑶花了大约 20
分钟。“除了医务人员和工作人
员，我觉得这次最大的特点是志
愿者人数增加了。 ”阎瑶感慨地
说， 每个志愿者负责一个楼门，
从头天晚上挨家挨户敲门登记，
到转天登门引导居民下楼，再组
队前往检测采样点，他们经验更
丰富，服务更周到，为他们点赞。

“第二次筛查时，志愿者比较
少，经验也不足，我们小区按整栋
楼通知，等大家前往检测采样点，
又排起了大长队。 ”住在河东区六
纬路 30 号院的董浩说：“这次筛
查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按照楼门
通知，下去一刻钟就做完了。上次
是从 1 号楼叫到 10 号楼，这次顺
序倒过来。 这些细节都说明组织
者越来越有经验了。 ”

运用语言特长帮忙做翻
译； 帮助录入护照、 身份证号
码；遇到风大帐篷松动，热心帮
忙固定帐篷……在南开区时代
奥城核酸检测采样点， 一位高
鼻深目、 特征鲜明的西方面孔
引人注目 。 他是 37 岁的李涵
文，来自比利时，从“二筛”开始
当起了志愿者。“不要看我的外
表，我其实是中国人，这里是我
的家。 看到大家很辛苦，我觉得
我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这也是
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李涵文用
流利的普通话说， 他在天津已
经生活了十几年。

南开区时代奥城是天津市最
大的涉外小区，居住着来自 18 个
国家 1600 多人的外籍居民。“因

为不适用扫描身份证， 手动录入
耗时较长， 我们提前发放了登记
表，详细记录外籍居民的地址、同
住人等信息， 并为外籍人士开通
了专门的通道，由英语、韩语、日
语的志愿者提供翻译引导服务，
确保居民从出门到采集完成时间
压缩在半小时以内， 最快 7 分钟
就完成了。 ”体育中心街时代奥城
社区书记曾彭华介绍。

下沉干部：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大战当头，我请战！ ”“我是
党员，我先上！ ”自天津市突发新
冠肺炎疫情以来，8 万多名市、区
两级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连
夜集结，穿上红马甲，做到“应沉
尽沉、应入尽入”，全力配合做好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构筑起一个又一个坚实
的红色堡垒。

在河东区常州道街道东惠
家园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点，一面
党旗迎风飘扬，指引群众找到方
向，让群众安心、放心。 全员核酸
检测工作启动后，河东区委组织
部连夜为各街道党工委配发党
旗共 700 面，用于悬挂在采样点
和小区醒目位置，让党旗高高飘
扬在战“疫”攻坚最前线。“看到
党旗飘起来，我们就放心了。 ”王
大爷在现场说道。

在该检测采样点，常州道派
出所社区民警寇俊杰组建了以
义务巡逻队为骨干的百人社区
志愿者队伍， 正在维持着秩序。
他们让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更平
稳有序开展。“我作为党员、公安
民警，就应该冲锋在疫情防控的
第一线， 充分发挥社区民警地

熟、人熟和群众对公安民警爱戴
信任的优势，以忘我的精神投入
到社区疫情防控的工作中，为社
区平稳有序开展疫情防控贡献
自己的力量。 ”寇俊杰的话语铿
锵有力。

河东区委组织部下沉干部
郭耀从 1 月 9 日接到返岗通知
后，一直在核酸采样点位维持秩
序，安排居民有序排队采样。“从
开始协助社区党委到能带领一
支队伍顺利开展工作，从早晨天
不亮一直工作到深夜，虽然很辛
苦，但是想到我们的付出能够保
障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
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郭耀
说，“坚守在疫情防控工作一线，
更能体现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
和使命担当。 ”

居民：
心理平缓不急躁

记者采访时发现，在第三次
全员筛查过程中，不仅效率提升
了、秩序更好了，居民的心态也
比以前更平和、更放松。

“我爷爷奶奶自己住河西区
梅江街， 岁数大了， 不会加业主
群，平时也不爱出门，‘一筛’的时
候跟着邻居随大溜， 一大早就到
核酸检测采样点排队去了， 一排
排了三四个小时冻得不行。 ”市民
李婷心疼地告诉记者，“二筛”时
说是按楼叫号， 群里通知爷爷奶
奶也看不到，志愿者用大喇叭喊，
他们住在十二层也听不到， 后来
物业敲门时俩人又睡着了。“开始
没验成，老人急得够呛，生怕拖后
腿，最后补了个漏。 ”

“今天‘三筛’更踏实，楼门
长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才下去，爷
爷奶奶穿得暖暖和和的，十几分
钟就测完了，俩人可高兴了。 ”李
婷表示，从恐慌、忐忑不安到踏
踏实实跟着社区步调走，社区这
样的应对速度、管理效率、温度，
让人心里更有根。

“快到中午时，志愿者提前
告诉我们还得一个多小时，让我
们踏踏实实吃饭。 吃完饭歇了会
儿，刚好叫到我们。 ”北辰区宝利
新苑社区居民张玉荣也有同样
的感受，“从‘一筛’到‘三筛’，社
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想方设法让
我们少等候、少挨冻。 我们也熟
悉了流程， 对社区的安排很信
任，心态变得很平和，在家安心
听指挥。 大家互相配合，一定能
很快战胜疫情。 ”

（据《天津日报》）

检测点位：
分配更合理

“检测很快，我已经做完了，
比上次更省事。 ”在东丽区华新
街道华轩家园核酸检测采样点，
居民赵洁华做完核酸检测后便
回了家，从下楼到上楼没超过 20
分钟。

没过多久， 华轩家园业主群
里纷纷发出了点赞的信息：“第三
次全员大筛，安排得井然有序，点
位增加了，速度越来越快，感谢所
有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 ”

检测点位增加，直接影响着
核酸检测的速度。 为确保精准、
高效完成本轮筛查工作任务，华
新街道科学匹配工作人员，由第
一次核酸筛查设置的 8 个检测
点位、12 条检测通道， 增至 9 个
点位、45 条通道。 华轩家园的检
测通道也由以前的 2 条增加至 3
条，速度提升了一大截。

“第一次大筛时，所有点位
都在一起， 居民们扎堆儿排队，
秩序比较混乱，影响了工作速度
和效率。 ”华新街道分管疫情防
控工作的郭庆森介绍，为了节省
居民排队等待时间，第二次检测
时，检测点位分设在了各个小区
内，速度明显提升。 第三次全员
筛查时，我们根据每个小区的居
民人数、 老年人占比等因素，合
理分配检测点的数量。

除了华轩家园，南开区金环
里核酸检测通道由以前的 2 条
增加至 4 条，瑞丽园核酸检测通
道由以前的 1 条增加至 2 条
……“志愿者用大喇叭一喊我就
下去了， 本以为得排队等会儿，
没想到不到 20 分钟， 就完事
了。 ”瑞丽园居民宋行军对这次
的速度啧啧称赞，“今天的核酸
检测做得真漂亮。 ”

检测流程：
小神器有大作用

检测点位优化、检测通道迅
速增加的同时，各个街道和社区
工作人员的“奇思妙想”和“发明
创造”也让检测流程提质增速。

牛皮纸材质的鞋盒子，盖上
一个手机摄像头区域大小的小
孔， 一侧开了 15 厘米左右宽的

“门”，纸板上用泡沫条固定了放

身份证的位置，身份证放上去从
“门”里推进去，正好对应上面的
开口，“咔嚓”一声，扫好，换人。
“麻利儿，倍儿快！ 提高了系统录
入工作效率。 ”登记的居民竖起
了大拇指。

在红桥区民族中学的核酸
检测采样点， 老师们自己做的

“扫证神器”发挥了大作用，大伙
儿还贴心地在盖子上标注了“请
出示身份证”的提示，用卡通漫
画做了装饰，画了手机拍照摆放
的位置：“社区工作者登记时手
累了还可以搭在盒子上歇一歇，
省点力。 ”

在河西区挂甲寺街的云广
新里，“扫证神器” 有了升级版，
志愿者拿来了孩子的学习用具，
成像的原理一样，盒子里面还安
了充电的小灯，摆放身份证的位
置固定了，光源稳定了，扫描起
来 1 秒一个，得心应手。

在核酸检测流程中，样本转
运至关重要。 在河北区旺海公府
社区采样点，距离筛查开始仅仅
过了半个小时，运送样本的专用
车辆就已经在此等候。 负责转运
任务的社区工作人员手拿试管，
逐一扫描条形码，将样本信息录
入系统，再将录入信息的试管放
入备好的样本转运箱。 随后，在
一旁等待交接的检测公司人员
核对完交接单，签字确认后完成
核酸采集样本交接。 随后，穿着
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将样本转运
箱搬上车辆， 整个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在东丽区华新街道各个核
酸检测采样点，为了提高工作效
率，工作人员制定大筛样品转运
明细表， 明确各点位联络人，转
运人员在到达点位前 15 分钟联
系提示打包封箱，“即取即走”确
保样品从采样到上转运车 1 小
时内送往检测机构。

志愿者：
经验增加准备充分

“咚咚咚……”14 日晚上 9
时，河东区巨福新园阎瑶的房门
被敲响，开门一看，一位身穿红
马甲的志愿者拿着一个登记簿
站在门口。

“打扰了，我们再来核查一
下人数，顺便统计一下老人和孩
子的情况。 ”李立一边询问着，一

边详细地在登记簿上记录着，最
后临走时不忘特别提醒一句：
“明天请您等我上门通知， 我不
敲门就别下去，免得挨冻。 ”

转天，从志愿者上楼敲门到
做完核酸检测，阎瑶花了大约 20
分钟。“除了医务人员和工作人
员，我觉得这次最大的特点是志
愿者人数增加了。 ”阎瑶感慨地
说， 每个志愿者负责一个楼门，
从头天晚上挨家挨户敲门登记，
到转天登门引导居民下楼，再组
队前往检测采样点，他们经验更
丰富，服务更周到，为他们点赞。

“第二次筛查时，志愿者比较
少，经验也不足，我们小区按整栋
楼通知，等大家前往检测采样点，
又排起了大长队。 ”住在河东区六
纬路 30 号院的董浩说：“这次筛
查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按照楼门
通知，下去一刻钟就做完了。上次
是从 1 号楼叫到 10 号楼，这次顺
序倒过来。 这些细节都说明组织
者越来越有经验了。 ”

运用语言特长帮忙做翻
译； 帮助录入护照、 身份证号
码；遇到风大帐篷松动，热心帮
忙固定帐篷……在南开区时代
奥城核酸检测采样点， 一位高
鼻深目、 特征鲜明的西方面孔
引人注目 。 他是 37 岁的李涵
文，来自比利时，从“二筛”开始
当起了志愿者。“不要看我的外
表，我其实是中国人，这里是我
的家。 看到大家很辛苦，我觉得
我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这也是
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李涵文用
流利的普通话说， 他在天津已
经生活了十几年。

南开区时代奥城是天津市最
大的涉外小区，居住着来自 18 个
国家 1600 多人的外籍居民。“因

为不适用扫描身份证， 手动录入
耗时较长， 我们提前发放了登记
表，详细记录外籍居民的地址、同
住人等信息， 并为外籍人士开通
了专门的通道，由英语、韩语、日
语的志愿者提供翻译引导服务，
确保居民从出门到采集完成时间
压缩在半小时以内， 最快 7 分钟
就完成了。 ”体育中心街时代奥城
社区书记曾彭华介绍。

下沉干部：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大战当头，我请战！ ”“我是
党员，我先上！ ”自天津市突发新
冠肺炎疫情以来，8 万多名市、区
两级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连
夜集结，穿上红马甲，做到“应沉
尽沉、应入尽入”，全力配合做好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构筑起一个又一个坚实
的红色堡垒。

在河东区常州道街道东惠
家园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点，一面
党旗迎风飘扬，指引群众找到方
向，让群众安心、放心。 全员核酸
检测工作启动后，河东区委组织
部连夜为各街道党工委配发党
旗共 700 面，用于悬挂在采样点
和小区醒目位置，让党旗高高飘
扬在战“疫”攻坚最前线。“看到
党旗飘起来，我们就放心了。 ”王
大爷在现场说道。

在该检测采样点，常州道派
出所社区民警寇俊杰组建了以
义务巡逻队为骨干的百人社区
志愿者队伍， 正在维持着秩序。
他们让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更平
稳有序开展。“我作为党员、公安
民警，就应该冲锋在疫情防控的
第一线， 充分发挥社区民警地

熟、人熟和群众对公安民警爱戴
信任的优势，以忘我的精神投入
到社区疫情防控的工作中，为社
区平稳有序开展疫情防控贡献
自己的力量。 ”寇俊杰的话语铿
锵有力。

河东区委组织部下沉干部
郭耀从 1 月 9 日接到返岗通知
后，一直在核酸采样点位维持秩
序，安排居民有序排队采样。“从
开始协助社区党委到能带领一
支队伍顺利开展工作，从早晨天
不亮一直工作到深夜，虽然很辛
苦，但是想到我们的付出能够保
障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
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郭耀
说，“坚守在疫情防控工作一线，
更能体现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
和使命担当。 ”

居民：
心理平缓不急躁

记者采访时发现，在第三次
全员筛查过程中，不仅效率提升
了、秩序更好了，居民的心态也
比以前更平和、更放松。

“我爷爷奶奶自己住河西区
梅江街， 岁数大了， 不会加业主
群，平时也不爱出门，‘一筛’的时
候跟着邻居随大溜， 一大早就到
核酸检测采样点排队去了， 一排
排了三四个小时冻得不行。 ”市民
李婷心疼地告诉记者，“二筛”时
说是按楼叫号， 群里通知爷爷奶
奶也看不到，志愿者用大喇叭喊，
他们住在十二层也听不到， 后来
物业敲门时俩人又睡着了。“开始
没验成，老人急得够呛，生怕拖后
腿，最后补了个漏。 ”

“今天‘三筛’更踏实，楼门
长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才下去，爷
爷奶奶穿得暖暖和和的，十几分
钟就测完了，俩人可高兴了。 ”李
婷表示，从恐慌、忐忑不安到踏
踏实实跟着社区步调走，社区这
样的应对速度、管理效率、温度，
让人心里更有根。

“快到中午时，志愿者提前
告诉我们还得一个多小时，让我
们踏踏实实吃饭。 吃完饭歇了会
儿，刚好叫到我们。 ”北辰区宝利
新苑社区居民张玉荣也有同样
的感受，“从‘一筛’到‘三筛’，社
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想方设法让
我们少等候、少挨冻。 我们也熟
悉了流程， 对社区的安排很信
任，心态变得很平和，在家安心
听指挥。 大家互相配合，一定能
很快战胜疫情。 ”

（据《天津日报》）

“这次是火箭般的速度。 ”“这次真不错，从进去到做完
10 分钟。 ”“一次比一次好，点赞。 ”……

1 月 15 日，天津市开展第三次全员核酸检测筛查，如潮般
的好评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许多人开玩笑说：“排队的专用马
扎都没来得及打开，就完事了。 ”

第一次筛查 3 小时，第二次筛查最多 40 分钟，第三次筛查
最快 10 分钟。 记者采访发现，许多小区在中午 12 时已基本完
成检测，下午采样人员登门为特殊人群检测及补漏，确保不漏
下一户一人。

速度，一次比一次快；效率，一次比一次高；服务，一次比一
次周到有温度。

这种令人踏实而心安的速度、效率和服务，给了千万人更多的
安全感，而它的背后，凝结着无数人的辛勤汗水和无私奉献。

� � 1 月 15
日 ， 位于天津
市津南区的国
家 会 展 中 心
（天津 ）项目开
始进行全员第
三 次 核 酸 检
测， 确保工程
如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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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月 15 日清晨，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互助南里社区居民伴着晨
光有序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