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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夫妻、母女……

积极奔赴抗疫一线的“家庭档”：
是温暖的陪伴，更是彼此的镜子

■ 7月24日下午5点30分，按
照安排，家住成都龙泉驿区的在校
大学生吕张玮桐会带着妹妹吕张炜
航去龙泉街道的商业街社区，继续
进行核酸检测点位的信息录入和秩
序维护的志愿者工作。

■ 7月17日，龙泉驿区出现疫
情，核酸采样检测是在和病毒“抢时
间”，早发现、早防控，不少志愿者纷纷
加入到一线抗击疫情的工作中，吕张
玮桐、吕张炜航两姐妹，受到作为龙
泉驿区新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的
父母的影响，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24日下午，记者从龙泉驿
区获悉，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
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龙泉医院）发布公告称，经批
准，该院自2022年7月24日（周
日）16：00起将有序恢复急诊、
门诊等诊疗业务，相关诊疗信
息敬请关注医院官网、微信公
众号或电话咨询。请来院患者
及家属凭 48 小时核酸阴性报
告，实行预约有序就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了解到，目前医院门诊原则上
只接受预约挂号，患者可通过
医院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分
时段有序就诊。

前来就诊的患者及家属，
须持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
告（以采样时间起算），口腔、耳
鼻喉头颈、支气管镜等需摘口
罩检查或诊疗的患者，须持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进入医院时，患者及家属
须全程规范佩戴口罩，配合工
作人员测量体温、查验健康码、

行程码，扫场所码，完成流行病
学史调查、登记等工作。

办理缴费等诊疗业务时，
请尽可能采用手机或自助机办
理，避免排队，如需排队请保持
一米间距。

此外，医院将严格执行“一
人一诊室”要求，候诊时，请严
格执行间隔入座，并保持有效
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住院患
者和陪护人员须持 24 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办理住院
手续。

住院患者非必要不陪护，
确需陪护者，严格执行“一患一
陪护”制度，患者及陪护每天均
须进行2次体温监测。

整个住院部病区实行封闭
式管理，提倡采用电话、微信视
频等方式进行探视。住院期间，
患者及陪患原则上不允许离开
医院，中途不得更换陪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吃西瓜啦，吃西瓜啦！大家来领
西瓜啦！”这两天，成都龙泉驿区东安
街道吾悦华府小区居民每天都能收到
这样的消息，每天都能吃上清凉解暑
的西瓜。原来，这是龙泉驿“西瓜哥”自
购 13000 斤西瓜给大家送清凉来了。

“西瓜哥”的这一爱心故事，昨日被“文
明成都”转发，收获了市民点赞。

7月20日，吾悦华府小区因疫情防
控需要进行封闭管理，当天中午，小区
门口一家水果店老板林凯当即决定将
近2000斤西瓜赠送给居民。

可是整个小区有 3400 余户居民，
这点西瓜并不够分，于是林凯便自购
西瓜，连续几日送给小区居民、志愿

者、医护人员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

目前，林先生采购的西瓜有近 13000
斤，包括20日近2000斤，21日3000多
斤，22日8000斤。

夏日炎炎，吃到脆爽甜蜜的西瓜，
真是夏天里让人开心的事。小区居民
纷纷在业主群里感谢老板，并表示，解
封后要去照顾这位老板生意，“不能一
直吃别人的免费爱心西瓜呀！”

面对大家的感谢，林凯表示只是
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希望大家一
起早日战胜疫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图据龙泉驿区

7月23日晚10时，我发了一
个朋友圈，粮油干货、肉蛋果
蔬、零食饮料堆了一地，我说：

“隔离中期补充粮仓-来自妈
妈的爱。”马上有朋友评论点
赞，有人说：“慕了。”确实，这一
大堆，够我们一家三口至少吃
两个星期（给妈妈比心）。

虽然在天府新区上班，但
我家住在龙泉。7月20日晚上接
到社区通知，因疫情管控需要，
我家所在楼栋被管控，隔壁一
栋被封控。当天晚上，我就给单
位领导汇报，并开始居家隔离。
7月21日，社区需要志愿者的消
息发了出来，我马上和老公一
起报名。没想到，向来奋战在公
安战线的我，这次在家开辟了
另外一个“战场”。

一开始，我在小区核酸检
测点协助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
人员维持秩序，进行信息登记。

后来，核酸检测工作告一段落
的时候，封控区居民的外卖物
资陆续到达小区门口，蔬菜、肉
蛋、水果、药品……五花八门的
生活物资在等主人。

我报名开始分发物资，各
类物品一一配送上门，每一样
都不轻松，最沉的还有桶装饮
用矿泉水，我算不上“刘畊宏女
孩”，但平时也经常跳刘畊宏的
健身操，每次40分钟，体力练得
还不错，没想到居然在这里有
了“用武之地”，左手拎菜，右手
提水，一口气从小区门口送到
住户家门前不费事儿。

有一个70多岁的大爷，家
人给他买了很多物资送到小区
门口，送过去的时候大爷毫不
知情，直到辗转联系上家属，才
把物资送进门。每次送东西的
时候，都会听到邻居们说：谢
谢，辛苦了。心里十分温暖，这
段特殊的时间，我们有彼此的
理解和付出，让不那么方便的
日子，也充满着浓浓的暖意。

我在单位是内勤辅警，除
了大队的内务工作，还有各项
基础数据的报送，也要参与一
些整治，不管穿警服，还是现在
当志愿者穿隔离服，为人民服
务永远是我的初心。

流年不负，岁月可期，每一
段经历，都是我们人生的珍贵
记忆，惟愿时光清浅，每个人都
被温柔以待，更祝愿世事安康，
天下无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宿姮

大学生姐姐录入信息
中学生妹妹维持秩序

“请大家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提
前打开健康码……”最近一段时间，在
龙泉驿区的社区核酸检测点位，总有
一个站得笔直、稍显稚嫩的声音在队
伍外维持着秩序，戴着“秩序维护员”
袖章的，正是今年的准中学生吕张炜
航，只有12岁。别看年纪小，维持秩序
的时候沉稳熟练，一点也不怯场。

而不远处，穿着二级防护服、正在
为居民核酸检测做信息录入的“大
白”，是她的姐姐吕张玮桐，是一名在
校大学生，今年20岁。

原来，龙泉驿区出现本土确诊病
例、需要进行核酸检测工作，7月17日
晚，吕张玮桐就和妈妈一起到社区参
加志愿者服务。第二天，身高接近 1.6
米的妹妹吕张炜航也当上了志愿者，
考虑到她的年龄，社区将她安排在了
维持秩序的岗位上。

现在，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龙泉
驿区继续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姐妹俩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几乎每天都连
续奔波在不同的社区点位。不仅如此，
她们还带动了身边的同学，主动加入
到志愿者队伍中。

姐姐防护服下全身是汗
妹妹一站整晚：
“要是坐下感觉在偷懒”

为什么会带着孩子们去防疫一线
做志愿者？

两姐妹的妈妈张雅琴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社工圈，有一句玩
笑话“一个人是社工，全家都是志愿者”。

“因为防疫的需要，我们很快开始

招募志愿者，但是从招募到到岗，是需要
时间的，中间这个‘空档’，我们就会发动
自己的家人。”张雅琴说，7月17日晚，大
女儿刚外出旅游回来，就同意了妈妈的
提议，到社区核酸检测点位当志愿者。

7 月 17 日晚，刚“上岗”的吕张玮
桐先从秩序维护做起，熟悉了如何录
入采样信息和防护要领，7月18日，吕
张玮桐就开始承担信息录入工作了。

“紧张，怕自己出错，耽误后续的结果，
就不好了。”吕张玮桐说，但还好，她很
快就熟练了起来。

“年轻人出示健康码，扫描确认就
好，重点是一些老人，没有智能机，需要
手动登记身份证、电话号码。”吕张玮桐
说，虽然自己一直向往当“大白”，但真正
穿上了严密的二级防护服，她才体会到
医务人员的不容易，“因为防护服有一整
套，帽子、鞋套、手套，尤其是帽子特别
勒，戴在头上勒得生疼，取下来还有明显
的勒痕，而且穿上防护服很热，脱下来的
时候往往全身都被汗水打湿。”

妹妹吕张炜航是在7月18日加入
志愿者队伍的。“我觉得自己是能做好
（秩序维护）的工作。”吕张炜航说，在
核酸采样排队现场，大家的素质都很
高，很少出现插队的情况。

在核酸采样现场，维护秩序需要走
动、提醒居民注意事项，每天好几个小
时的志愿服务，吕张炜航几乎没坐下来
休息过，“本来我的任务就是要维护秩
序，感觉坐下来，自己像在偷懒。”吕张
炜航说，虽然很累，但想到自己也是为
防疫工作做了一点事，还是很自豪的。

一家四口都是志愿者
最大的收获是
孩子们愿意助人为乐

张雅琴和丈夫吕启鹏，分别是龙
泉驿区新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和会
长，龙泉驿区发生本土疫情后，夫妻俩
就投入到志愿服务工作上，白天，要负
责招募志愿者，对接培训，联系各个社
区需要的志愿者人数，再进行分派。晚
上，除了核酸采样点位的秩序维护、信
息录入工作外，一有时间，夫妻俩还会
去其他社区点位，看看志愿者服务的
工作情况，了解社区的反馈，做得怎么
样？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招募的志愿者，一部分负责
在社区帮助录入资料信息，一部分是
接听社区工作电话，收集整理居民的
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核酸采样点的秩
序维护和信息录入。”张雅琴说，尤其
是信息录入，需要十分认真谨慎，所以
特别需要有过经验的志愿者。

张雅琴举例说，7月22日，团区委
青志协共派出60名志愿者参与疫情防
控，服务了 28 个社区、36000 余名居
民，服务时长共计300余小时，还有未
来得及回传信息的无名志愿者。

从2014年起，张雅琴夫妻俩就一
直在社工岗位上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张雅琴说，对家庭来说，最大的收获，
就是对两个孩子价值观的影响，两个
孩子都很愿意帮助他人，而且在参与
志愿服务的工作中，也锻炼了组织协
调能力和领导能力。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姐妹俩如
此不怕苦、不怕累地奔跑在抗疫一线，
影响他们最多的就是父母。吕张玮桐
告诉记者，爸妈也是新青年志愿者协
会的负责人，从疫情开始的第一天，他
们就投入到社区的志愿服务上去了，
白天主要负责志愿者招募工作，晚上
负责社区点位上的秩序维护、信息录
入等工作。在这轮疫情中，他们一家四
口全都投入到了志愿工作中来。

母女齐上阵
做彼此温暖的陪伴

其实在这场战“疫”里，还有很多
像张雅琴一家四口一样，或是夫妻、或
是父母子女，一家人都在为疫情防控
默默奉献的家庭。

在成华区二仙桥街道仙韵社区核
酸检测点位，就有这么一对“母女档”。

担任仙韵社区核酸检测点位“点
长”的，是二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务人员刘燕，从疫情发生后，她就开
始负责点位的协调维护工作，早上出
发、凌晨回家的工作常态，让女儿罗文
迪好几天都没能和妈妈好好说上话，
也十分心疼工作辛苦的妈妈。

不想耽误妈妈的工作，又想多看
看、陪陪妈妈，罗文迪几次向妈妈提
出，自己也想去点位当志愿者，可以帮
妈妈分担一点工作。但刘燕没有同意。

直到 7 月 20 日，成华区在辖区范
围内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当天
早上7：00，陆续有很多市民前往核酸
检测点位，任务重、时间紧。刘燕拨通
了女儿的电话：“妈妈同意了，你今天
来不来做志愿者。”电话那头，女儿高
兴地说：“妈妈，我马上赶到。”

在刘燕的指导下，女儿罗文迪很
快投入到了紧张的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中，维持秩序、扫码登记信息。母女俩
都在各自岗位上，为疫情防控尽着自
己的力量，也温暖地陪伴着对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部分资料来源于成华发布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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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拎菜、右手提水
“刘畊宏女孩”有了用武之地

小区封闭管理
“西瓜哥”自购上万斤西瓜为邻居们送清凉这瓜，包甜！

7月24日0-14时
成都新增本土病例“20+5”

最新
动态

龙泉驿区一医院昨日复诊
就诊须持48小时核酸阴性报告

7月23日0-24时，我市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16例（其中1例
为既往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转
确诊），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8
例，均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

7月24日0-14时，我市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20例（其中14
例为既往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
转确诊），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
例。截至24日14时，7月15日以
来，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0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4例。

“07.15”疫情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1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系隔离管控中的密切
接触者。截至24日14时，本起疫
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9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5例。

因7月22日新报告疫情已
明确关联我省“7.20”疫情，现
统称为四川“7.20”疫情。

“07.20”疫情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19例（其中14例为既往
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例。截
至24日14时，本起疫情累计报
告本土确诊病例31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19例。据健康成都

为方便市民排查风险轨迹，
现将我市本轮本土疫情病例活动
轨迹整理如下，请市民朋友们对
照自查。如与以下活动轨迹有重
叠，立即向社区和单位（或居住的
酒店）报备，三天内接受三次核酸
检测（间隔24小时），期间做好个
人防护，不聚会、不聚餐。如有疑
问，请拨打12345咨询。

扫二维码查询：
病例活动轨迹风险点位及全市风险区划定情况

（数据更新至：7月24日14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了解到，日前，为期两个月
的成都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治
理行动已经全面开启。

据了解，为进一步了解
和掌握区（市）县暑期专项
治理推进情况，成都市“双
减”办组织市教育局、市科
技局、市文广旅局、市体育
局等部门开展了暑期第一
轮巡查工作，对部分区（市）
县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进行了暗访督查。
督查发现，有6家校外培训
机构，存在疫情防控疏漏、
消防安全隐患、异地无证办
学、变相违规开展培训、未
使用规范合同等问题。

6家机构分别是：
位于成都城中的丹秋名

师堂教育培训学校、金钥匙
文化培训学校、龙新益学教
育培训学校；

位于城南的苹果树下教
育培训学校、点滴未来教育
培训学校；

位于城东北的丹秋名师
堂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针对巡查发现的问题，
相关区（市）县会责令培训机
构逐一整改，对违规办学行
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截至记者发稿，据了解，
成华区已对位于建设北路的
丹秋名师堂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暑期违规开展义务段学科
类培训，做出了以下处理：

一是责令该机构停止违
规培训行为，立即全面清退
违规收取的义务教育阶段培
训费；

二是责令该机构立即暂
停招生，进行全面整顿；

三是责令该机构对此次
违规事件相关责任人员予以
严肃处理；

四是给予该机构2022年
年检降等处理，依法依规将
其列入成华区校外培训机构

“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另外，其他区（市）县也

正依法依规对相关机构的违
规行为作进一步调查并严肃
处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邓文博 张瑾

鞋匠“手艺”高
自己缝护照？
成都边检：违法！

近日，成都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查获1起持用变造护
照偷渡案，这是公安部部署
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以来，该站查获的首
例偷渡案。

7月24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获悉，7月22日
晚23时许，中国籍旅客符某
某将护照递给了正在执行
出境航班检查任务的成都
边检民警，民警第一时间便
发现了其护照中缝装订处
有肉眼可见的缝补痕迹。

“警官，你看我‘手艺’怎么
样？我自己把损坏的护照缝
好了。”对自已行为已经违
法一事毫不知情的符某某，
还主动向执勤民警展示自
已的缝纫手艺。

符某某是一名鞋匠，此
次准备前往境外某中资鞋
厂工作，出发前，放在家中
的几本护照都被小孩扯得

“分了家”。想着已经订好的
机票和安排好的行程，“我
想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符
某某直接上手一番缝合，甚
至将女儿护照封皮缝到了
自己护照内页上。

成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相关负责人表示，私自缝合
护照，且将多本护照内容混
在一起，此举已经违法。“这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理法》相关规定。”
不过考虑到符某某没有主观
恶意、情节轻微且系首次违
法行为，成都边检站决定收
缴其出入境证件，阻止出境
并给予罚款1000元人民币的
行政处罚。

成都边检提醒：护照是
公民出国旅行、工作、学习、
居留时，能证明国籍和身份
的唯一合法证件，也是一个
国家的国家尊严、国际形象
和国际地位的具体体现，请
务必妥善保管护照等各类出
入境证件，并积极主动配合
边检机关的查验。如有遗失
损毁，请及时联系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部门或中国驻外
使领馆更换补办。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暑期违规培训
成都6家机构被查处

高温酷暑下坚守的“大
白”、不辞辛劳的志愿者、为防
疫人员送去清凉的普通市民
和商家……这座城市的每个
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
抗疫“斗争”中。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推出“抗疫一线日记”，
讲述抗疫一线的故事。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
“抗疫一线日记”讲述人——
天府新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
支队辅警王秋红，听听她在抗
疫一线的故事。

吕张玮桐为居民登记采样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