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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蒋明睿 仲崇山
王甜 王子杰

疫情就是命令，为确保核酸检测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南京市卫健
系统迅速动员各级医院力量驰援江
宁，医护人员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比
速度，再次展现南京抗疫速度。

接到通知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逸夫医院 7 月 20 日 18 时，在 30 分钟
之内便迅速集结了一支由医疗、护
理、行政等人员组成的临时核酸检测
队共计 208 人，连夜前往江宁 10 个
检测点，为居民进行核酸采样。21日
一早，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一支
200 人的队伍也奔赴江宁各个社区
投入检测。

7 月 21 日早晨不到 8 点，江苏省
中医院遴选出的 100 名医护人员就
出发了，其中包括 90 名护士以及来
自感染科、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等科
室的 10 名医生。急诊科医生武强刚
刚经历了一个忙碌的夜班，凌晨 5 点
多才稍微休息一会儿，刚下夜班的他
又义无反顾加入核酸检测队伍中。“之
前报名支援医院发热门诊，没能选上，
这次终于如愿了。”心内科主管护师刘
娟也为参加这次 核 酸 检 测 感 到 自
豪。由于临时通知，时间紧迫，又怕
家人担心，许多医护人员没有把这次
参与核酸检测工作的事告诉家人。

“昨晚接到上级随时待命的通知

后，我们立即准备起来，很短时间内
医生护士都积极报名准备驰援江
宁。”南京市中医院党办副主任张明
告诉记者，报名人员中最终确定 70
名医生、80名护士支援江宁。与此同
时，医院还加强了内部的疫情防控管
理，所有员工、护工、陪护家属都做了
流行病学调查。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江苏
省人民医院派出 200 人、江苏省中医
院派出 100 人、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派出 110 人、东南大学附属中
大医院派出 200 人、江苏省肿瘤医院
派出50人、南京市儿童医院派出100
人、明基医院派出 150 人⋯⋯纷纷支
援江宁。

“他们的到来太及时了！”江宁区
上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许霞
告诉记者，除了三级大医院，目前支
援上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还有同
仁医院、莲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
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200 余人，有
力缓解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手不
足的问题。

“来检测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
忙得来不及喝水、吃饭，浑身上下没
有一点干的，都被汗水湿透了。”21日
下午 4：30 左右，记者打电话给江苏
省人医院带队驰援江宁医疗队的队
长、省人民医院急诊中心主任医师陈
旭峰，他急匆匆道，“医院派来的 200
名医护人员分成 18 个组，分别支援

胜太社区、牛首社区，每个小组已经
检测了 1200-1300 人。目前还有 3
个小组的医护人员没顾上吃午饭，其
他几个小组也在下午 3 点多才吃上
饭。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上级交待的
任务，大家都顾不得这么多了。”

一边是江宁全区核酸检测火速
开展中，另一边南京全城其他区域的
核酸检测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考虑到很多居民出行需要持核
酸检测报告，今天一早我们就将院内
核酸采集点增加到 5 个。”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黄英姿介绍，目
前该院有 10 个采集点“开足马力”，
院内日检测能力达到3万-4万人，并
准备好值班人员，一旦有需要连夜开
展检测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医院
还临时组织了一批遮阳伞，摆放免费
饮用水、酸梅汤、绿豆汤等，防止市民
在烈日下排队中暑。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不仅派
出医疗队支援江宁，后方也克服困
难，积极调配检测人员、筹集检测物
资、疏导维持现场秩序，在原核酸检
测点的基础上增设 4 个临时检测地
点，采样人员从原来的 2 人增调至近
20 人，同时开放多个收费窗口，检验
科也分秒不停检测样本。

南京市中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及时组织名老中医开出药方，
并制作防疫汤药，免费发放给住院病
患及医务人员。

在南京玄武医院核酸检测点，记
者看到队伍从医院门诊一直排到马
路上并拐了几个弯。市民徐先生说：

“早上 8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了，没想
到有人来得更早，前面已经排起长长
的队伍了。”徐先生估计轮到自己要2
个小时左右。该院负责采集样本的
何医生告诉记者：“上午 12 点不到，
已经检测 300 多人了。人实在太多，
估计晚上得加班。”

在江苏省中医院核酸检测点，
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20 日半夜起
已经有不少居民自觉来进行核酸检
测。为实现应检尽检，检测点已经
加派人手、加班加点。

在南京明基医院核酸检测点现
场，来南京务工的张先生正在排队。
他告诉记者，昨晚看到情况通报后，
他一早就打算来做核酸检测，“国家
这么强大，疫情偶尔反复，一点也不
担心。”他说。医院工作人员介绍，在
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当天下午
医院对 2000 名员工全部进行核酸检
测，并且将室内场地留给市民，工作
人员在医院内露天场地检测。

在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刚刚做
完核酸检测的周勇说，他几天前因
为出差从外地回南京曾到过禄口机
场。“今天一早看到通报后，自觉到
家附近的医院来做核酸检测，出结
果再去上班，自己安心，家人、同事
也安心。”

合力驰援 争分夺秒

南京全力保障核酸检测有序进行南京全力保障核酸检测有序进行 本报讯 （记者 许雯斐 胡明峰）
7 月 21 日，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禄口机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

20 日上午，在禄口国际机场工作
人员例行定期核酸检测中，发现有混
检 9 份样品为阳性。经复核与专家组
诊断，总共发现了 17 例阳性，均是机
场保洁人员，目前9人为确诊病例，其
中 4 个为轻型，5 个普通型，5 人为无
症状感染者，还有 3 例核酸检测阳性
有待进一步诊断。

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介绍，截至
7 月 21 日 5 时，已排查出阳性检测人
员的密切接触者 157 人，密接的密接
56 人，其他人员正在进一步排查过程
中。同时，已组织对禄口镇、禄口街
道、机场以及溧水区的重点区域重点
人群总共 11.65 万人进行了采样，截
至发布会发布消息前已有 44309 人
出结果，均是阴性。目前江宁区禄口
街道已完成全员检测，计划21日当天
完成江宁区全员采样检测工作，并积
极开展全市核酸全员检测工作。

当前，南京已划定 4 个社区（村

居）为中风险地区，另将禄口街道确定
为封控区域。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副局
长郑春发表示，通过南京辖区的机场、
铁路、公路客运站离宁（不包括在宁中
转）的旅客，离宁的小型汽车，小客车
自驾人员的司乘人员，都需要测温凭
绿色健康码进站，并携带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21 日起，禄口街道
及溧水的中风险地区内地面公共交
通，和进出封控区域和中风险地区、中
高风险地区的公共交通全部停止运
营。S1、S7 和 S9 将对翔宇路南站、禄
口机场站、空港江宁站和铜山站实行
跳站运行。

对于江宁区相关封控小区的居民
生活保障以及核酸检测情况，江宁区
副区长伏进进表示，当前已成立现场
处置专班，负责维护封闭小区日常生
活秩序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南京
市疾控中心提醒，当出现发热、干咳、
乏力、咽痛等不适症状时，应就近前往
发热门诊就诊，戴好口罩和个人防护
措施，主动配合相关工作人员采取核
酸检测的相关措施。

南京通报禄口机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

离宁需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科学妥善应对突发疫情紧急动员 立刻行动

有序排队。 本报记者 邵丹 摄商场加强防控。 丁玄玄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地铁安检现场。本报记者 范俊彦 摄

□ 本报记者 仲崇山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求，南京市
将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为响应号召，
尽快完成应检尽检任务，昨天，南京许
多检测点医护人员不辞劳苦，连夜加
班加点，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

当天晚上 8 点 15 分左右，记者在
南京市建邺区南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看到，这里灯火通明，等待检测核酸的
市民，已从院内大厅排到马路上。“我
们 120 多位医护人员全部取消休息、
休假，全员在岗，除院本部留下6人外，
其余医护人员分成 11 个组分赴 11 个
社区开展核酸检测。”该中心党支部副
书记孙萌介绍，有部分医护人员白天
刚参加过支援江宁区的核酸检测，下
午回来后又继续加入夜间的“战斗”。

正在排队的南京市民耿先生说，
白天上班没时间来检测核酸，傍晚下
班刚好路过医院门口，看见许多人在
排队，于是也就过来排队候检。

“咱们医护人员忙点、累点不算
啥，赶紧完成应检尽检任务要紧。”该
中心医生王小布告诉记者，根据统一
安排，她白天在江宁区一小学检测点

忙碌了一天，下午回来后刚扒了几口
饭，汗湿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听说医
院要组织队伍连夜下社区检测，于是
她又跑过来。“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
夜。”她表示。

今年 53 岁的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王慧，从早上 7 点 30 分
到医院，就一直忙碌在核酸检测岗位
上，到晚上9点，仍坚守在最前线。她
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又闷又热，衣
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她说：“只要还
有群众在排队，我就不能下班，防控疫
情是大事。”该院年轻的共产党员、内
分泌科医生张会峰傍晚在下班回家的
路上，听说医院检测点缺人手，于是立
即调转车头赶回医院，加入到加班医
护人员大军中，他说，医院就是他的战
斗岗位。

晚上 9 点左右，省人民医院门诊
大厅外的平台上，居民们排起见首不
见尾的“长龙”。“目前仍在排队的有七
八百人，比白天少多了。不少同事从
20 日晚上来医院加班，到现在也没休
息过，确实非常辛苦。”该院应急办主
任陈群介绍说，除了抽调 200 位医护
人员支援江宁外，医院里能抽调的全
调过来了，21 日白天大约检测 1 万
人，晚上仍有 16 个窗口、300 多位医
护人员加班，预计最早也得10点后才
能关闭窗口。

今夜无眠，只为市民“应检尽检”

□ 本报记者 鹿 琳

“各位居民，金穗花园社区从今晚
将开始核酸检测。现在医生尚未到，
为了让大家免于劳顿，请回家等待，我
们将提前上门提醒⋯⋯”21 日晚 8 时
30 分，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金穗花
园小区中心广场核酸检测点灯火通
明，小喇叭持续播放提醒信息。

“中午12时街道紧急开会部署疫
情防控，1 点多回来召集物业、社区两
委、网格员、社区民警等传达情况，下
午 4 点多物业采购的帐篷、警戒带等
布置完毕。”金穗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刘
林告诉记者，下午 6 时左右广场人群
大量集聚，现场秩序一度比较混乱，为
防止群体感染、老人孩子长时间排队
出现身体不适，社区决定让居民先回

家休息。
“广场热、有蚊虫，哪有家里舒服，

您安心呆在家里休息，八栋预计到下
半夜才开始检测。”“检测点在篮球场
旁边的中心广场，哪怕夜里我们都会
到你家敲门。”从下午开始，网格员丁
瑶几乎每隔一分钟就能接到居民问询
电话，不停这样耐心应答着。

晚 8 时 40 分左右，记者看到一栋
居民陆续到达中心广场，均佩戴口罩、
在警戒带内秩序井然地等待。刘林介
绍，一栋共 300 户居民，整个小区共
15 栋 4800 多户，11 名社区网格员下
午已打印所有楼栋人员信息，按照楼
栋挨家挨户轮流上门提醒，“今夜我们
无眠，用‘铁脚板’换居民‘不排队’。”

晚上 9 时 20 分，医护人员到达现
场，开始核酸检测前的准备工作。

社工“铁脚板”方便居民检测

7月20日，南京通报在

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

期核酸检测样品中，发现有

检测结果呈阳性后，南京市

江宁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决定，

7月21日9时起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7

月21日当天江宁区要完成

192.6万人的核酸检测。

媒视窗

□ 本报记者 唐澄 林惠虹 焦贤颖

记者探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明基医院和
南京鼓楼医院江北国际医院等核酸检测点，发现各
检测点检测工作有条不紊。

核酸检测现场秩序井然

□ 本报记者 唐澄 王子杰 焦贤颖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著名重症医学
专家黄英姿表示，医院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建队
伍，准备医疗物资。“对于这一轮疫情，市民不用恐
慌。我们力争‘一个不漏掉、一个不放过’。近期大
家尽量减少出行，等这一轮核酸检测结束。”

重症医学专家黄英姿：

及时检测不漏一个

▶21日晚，市民在社区核酸检测
点进行核酸取样。

本报记者 蒋文超 摄

写特

□ 本报记者 王世停 盛文虎 周敏

昨天，以分秒为计，南京江宁与
时间赛跑！

7 月 20 日 22 点 59 分，南京发布
通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
期核酸检测样品中 9 例呈阳性。23
点 03 分，一张关于全江宁区 192.6 万
人的核酸检测联络图打印件，就已刷
爆朋友圈。

时间就是生命，疫情就是命令，
核酸检测联络图就是“作战图”！按
照省市部署要求，江宁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全区上下总
动员，社会各界齐援手，流调追踪、
隔离管控、核酸检测、医疗救治、环境
消毒⋯⋯各项工作迅速组织开展，全
区全员进入战时状态。

7 月 21 日凌晨开始，检测设备陆
续就位，隔离酒店安排就绪，医护人
员全副武装踏上战场。任务艰巨但
使命必达 ：完成全区 192.6 万人采
样！期限，一天！

采样现场高效有序

“宝贝儿，嘴巴张开，一下就好！”
21 日晚 8 点 25 分，江宁区东山街道
邵圣社区天地新城小区核酸采样点
里，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正紧张作
业。看到待采的小孩子有点害怕，医
护人员们轻声安慰。

天地新城素有“东山最大小区”
之称，130 余栋楼，5300 余户，30000
多人，检测任务艰巨。昨天一早，这
个小区就开设了两处核酸检测点。
社区第一时间响应，网格员、志愿者
挨家挨户上门通知。小区里，大屏
幕滚动播放、小喇叭实时喊话。检
测点前，从早上 9 点开始，戴着口罩
的居民就排起长队，城管队员、物业
人员维持秩序、全程服务⋯⋯一顶
顶支起来的红色帐篷旁边，降温的
冰块不断更换，冰镇的矿泉水保证
供应，尽管天气炎热，居民队伍却是
秩序井然。

“一点不慌，心里倍儿踏实！”7旬

老党员周福和跟老伴已经排了两个
小时。看着百米开外的 S 形长队，老
人不急不躁，还给邻里们吃“定心
丸”：“我们在南京，没什么可怕的！
党委政府付出这么多，我们能配合就
多配合点！”

“只要还有一个居民在排队，不
管多晚决不撤离！”一直在现场指挥
的邵圣社区党委副书记王玲说，天地
新城流动人口众多，社区“点位长”制
度发挥了巨大作用。以网格为单位

“包干”，社工、志愿者挨家挨户联系
通知，确保一个不少、一户不落。

现场有条不紊，采样快速推进，
得益于“网格化”治理全覆盖。昨天
上午，江宁全区各街道网格群里都发
送这样一条信息：“紧急通知：根据上
级部门要求，江宁区全员核酸检测，
请各位居民在家待命，准备好身份
证、手机，戴好口罩，分批分段进行检
测。请各位居民关注网格群消息！
建议不要外出，小区实行封闭式管
理，原则上只进不出。”同时，疫情防

控部署情况和核酸检测点汇总表格，
也第一时间传递到每一位居民手中。

行动！行动！迅速行动！整个江
宁大街小巷、小区门口、商场广场⋯⋯
一场全民战“疫”在全域打响。作为抗
击疫情“最前线”，禄口街道从 7 月 20
日晚间开始，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医
务人员及志愿者等，全力调配各类资
源，火速奔赴辖区内 30 个村（社区）
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在汤山街道，志
愿者们一早在检测点搭起凉棚，从
早到晚给医务人员和排队群众送上
矿泉水解暑；当晚 8 点多，记者在江
宁城区太阳城核酸检测点看到，在
一楼大厅里，市民排成三列纵队，在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井然
有序地登记身份信息并且进行核酸
采样。江宁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孙磊告诉记者，该检测点负责四个商
贸综合体及酒店、超市全部工作人员
的核酸检测。自下午 1 点开始，连续
奋战 8 个多小时，已完成 2700 名人
员的采样⋯⋯ ▶下转3版

江宁全区全员进入战时状态

1天内完成超200万人核酸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