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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华岗 王淑君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钟楼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
作，综合协调组、流调溯源组、交通管
控组、核酸检测组等10个工作组和企
业防控专班、学校防控专班、农村防控
专班等6个专班持续发力、紧张有序，
正在快速阻断疫情传播。

核酸检测高效有序

13日上午6点半，钟楼区第一次
全员核酸检测开始，从采样点位设置
到人员物资就位，从样本送检到检测
结果发布，环环相扣、高效有序。

核酸检测的第一道环节是采样，
工作面广量大，兄弟城市和辖市区的
医护人员先后驰援钟楼，共同抗疫。

“我们今天凌晨 0点 10分到常
州，4点就起床了……”3月18日中午
1点，接到记者电话时，淮安支援医疗
队的领队徐翠芳正在回驻地的车上，
她所在的4人小组一上午已经为南大
街街道的1700余名群众进行了核酸
采样。徐翠芳的话语声略有些疲惫，
但说到支援，仍能感受到她的精神很
振奋。原来，淮安这支71人的医疗队
之前已经去支援了苏州和连云港，3
月18日凌晨，他们是直接从连云港奔
赴常州。

“我们成立了扫楼小分队，2人一
组挨家挨户敲门，不留死角。”3月14
日上午，副省长陈星莺、市委书记陈
金虎来到钟楼区检查指导疫情防控
工作。在西林街道管控区内的檀香
湾花园小区，居民们正在志愿者的
疏导下，保持一米距离依次排队进
行核酸采样。听到社区负责人介
绍，目前对小区全体居民“每日一
检”，并以小分队形式扫楼“清零”
时，陈星莺表示肯定。在西林街道，
全 员 核 酸 采 样 数 从 40636/轮 到
45137/轮，在网格化统计人口数据为
38000人的西林街道，核酸检测应检
尽检，正全面“清零”。

这些工作的背后，是核酸检测工
作组在其中“穿针引线”，工作组牵头
研究制定了核酸检测领导小组体系架
构以及职责清单，细化责任到人，明确

分工到点。每一轮的核酸检测现场，
都会出现工作组负责人的身影。“采
检速度还能不能加快？”“操作流程是
否还能优化？”“防控措施还有没有漏
洞？”在医护人员休息间隙，工作组负
责人会与点位负责人进行交流，不断
优化流程、强化管理，要求管理再提
级、措施再严密。核酸检测工作组还
牵头梳理了《全员核酸检测样品送检
规范》，结合不同板块特点，每天细化
《钟楼区全员核酸检测方案》，每轮检

测结束更新发布《核酸检测注意事
项》，以一次次的调整改进，为全区核
酸检测采样、送检按下“快进键”。

隔离管控精准及时

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隔离点……
实施差异化精准隔离管控。自本轮疫
情出现后，钟楼区隔离管控组及各个
隔离点坚持严字当头、爱贯始终。21
日下午，记者采访了钟楼区隔离管控

组副组长、区商务局副局长是超，他详
细介绍了连日来钟楼区隔离管控组针
对此次疫情防控，迅速行动，“外防输
入、内防外溢”，精准隔离管控的具体
措施。

“在第一时间，我们只花了4小
时，是预计时间的一半，就完成了3
家隔离酒店的改造，共准备隔离房间
数460余间。在疫情有蔓延趋势的
情况下，又立即改造完成并启用5家
酒店，准备了隔离房间764间。”是超

表示，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隔
离管控组逐个摸排了全区100间以
上的酒店，并上门查看是否符合改造
要求，随后又改造了4家酒店，并增
加隔离房间1000间。目前，全区隔
离酒店总数已达到13家，隔离房间
超2200个。

在硬件准备的同时，钟楼全区抽
调有过隔离点工作经验的点位长和医
务组长立即进驻隔离点，同步配备医
护、公安、消杀、志愿者等其他相关人

员。累计抽调工作人员超350名，在隔
离点经过专业培训后投入到工作中。因
为隔离点在接收隔离人员中是24小时
准备着的，所以很多隔离点的工作人员
都是多日不眠不休的工作，一天只睡两
三个小时。

“无私奉献、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
志愿者在我们隔离点位有很多。”是超表
示，钟楼区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全市的
入境人员隔离工作，内部有着一套较为
完善的管理流程，曾在全市推广，也有着
一支较为有经验的工作队伍。在此次隔
离管控中，也是能够迅速启动和投用的
关键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钟楼区首创的不接
触云信息登记，隔离人员通过扫二维码
登记信息，在此次防控中极大地减少了
工作人员与隔离人员的接触时间，也提
升了信息统计速度和效率。

此外，各个隔离点在转运接收、健康
检测等涉及医疗的全流程管理的全要素
中，全部都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的规范要
求操作，对每一个在隔离点的工作人员，
特别是要进入污染区的志愿者，由医务开
展一对一培训工作，考核合格以后方可上
岗，并由点上院感专员全程监督防护服穿
脱等高风险行为，避免不规范行为出现。
点位长定期组织会议，由医务组长宣讲上
级有关防控管理要求和医务基本知识，对
照专家组对隔离点提出的整改要求，举一
反三，落实到位。

全力做好隔离管控区域人员服务保
障。加强对隔离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关
心关爱，对隔离人员提出的合理诉求积
极回应，对工作人员在工作生活中的困
难及时协调解决。针对近期温度骤降，
隔离管控组为不能开空调的隔离人员
和工作人员统一配备了热水袋和暖宝
宝，因为很多工作人员小区被封，家人
无法及时送物资，又为工作人员集中采
购了秋衣秋裤等生活物品。

“把隔离人员当亲人，把一起工作
的同志们当家人，让隔离人员住的安
心、让协同作战的同志们干的放心，我
们的隔离服务工作才无愧于心。”是超
表示，隔离管控组将以爱和时不我待
的精神，抓实抓细精准隔离管控的各
项工作，在疫情防控中体现钟楼的速
度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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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一线，钟楼在行动

□本报记者 童华岗

疫情当前，真情弥坚。连日来，钟
楼区社会各界踊跃向抗疫一线捐款捐
物总价值超550余万元。在持续奋力
战“疫”的同时，这些来自身边的暖流，
正通过各种途径流向钟楼各个卡口、
采样点、社区、管控单元……每一个人
抗疫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无数普通人
的“微光”，终将汇聚成巨大的抗疫

“星河”守护钟楼，静待花开。

钟楼企业 爱心满满

3 月 17 日，在抗击疫情的关键
时期，高新园爱心企业盛德鑫泰新
材料有限公司向钟楼区红十字会捐
赠50万元抗疫资金，用爱心和实际
行动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作为一家上市企业，盛德鑫泰在不
断壮大的同时从不忘社会责任在
肩，周文庆夫妇多年结对资助贫困
学生，企业还出资为邹区初级中学
修建操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盛德鑫泰向武汉市慈善总会一
次性捐赠100万元。

3月20日，洛克电气向区红十会
捐赠60万元。3月18日，泰富百货、
丽岛新材分别向区红十字会捐赠50
万元，用于抗击疫情，希望能尽一点绵
薄之力，早日击退疫情。

3月16日上午，2家企业负责人
带着捐赠物资先后来到钟楼经济开发
区。市场营销协会副会长单位、畅达
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钟楼经
开区捐赠10万元用于抗击疫情。弗
格森输送机械常州有限公司负责人购
买了价值2万元的水果，支援一线抗
疫工作人员。

为保障疫情防控各部门通讯正
常，企通云向钟楼区疫情防控一线捐
赠了100套智能呼叫系统。红梅乳业
捐赠了2万余瓶牛奶。海泉果业捐赠
了2000箱水果。

随着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
业加入奉献爱心的行列。邹区镇的常
州市小平电镀有限公司、中稀（常州）
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党支部、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邹区支行党支部、宇曼照
明、常州市欣芝美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常州艾吉服装有限公司等企业为
当地抗疫一线送去食物、水果、防护
服等爱心物资。博济园区爱心企业
捐赠了7000只N95口罩、500双一
次性手套等物资。位于西林街道的
中铁一建捐赠了水、方便面等物资；
美康源为西林街道一线工作人员捐
赠了价值13万元的防疫专用包、大礼
包。五星街道的中科摩通、大参林健

安大药房等爱心单位向当地抗疫一线
送去百余箱爱心水果。3月15日，常
州产业投资集团将一批御寒物资送到
荷花池街道，用实际行动支援全员核
酸检测一线……

商会协会 发光发热

为助力永红街道全员核酸检测采
样工作，永红街道商会企业——常州
激光医院、常州瀚景口腔医院有限公
司共计派出100名医务工作者下一线
协助各个村（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得知N95口罩以及防护鞋套紧

缺的情况后，永红商会成员单位湖港
花园酒店、良璞商贸有限公司分别捐
赠8000只和3000只KN95口罩，大
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捐赠N95
口罩2000只，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有
限公司捐赠了N95口罩300只，常州
市益坤泓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捐赠了
防护鞋套200双。

此外，钟楼区政协、常州市企业家
摄影协会组织爱心企业为永红街道一
线防疫人员送上了方便面、自热米饭、
牛奶、水果等爱心物资，传递对一线工
作人员的关心和关爱，为疫情防控贡
献力量。

钟楼经济开发区商会第一时间响
应号召、全面部署，踊跃参与一线防疫
和捐赠活动，创联电源、钟恒新材料、
远东塑料、波速传感器、畅达峰、膳坊
电子商务、德润大酒店等会员企业根
据自身情况，按照核酸检测、服务引
导、物资调配等分类，上报志愿者名
单，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前往北港街道
各社区支援。

毗陵郭氏九修会长郭夕兴、副会
长郭丹向高新园（邹区镇）捐赠隔离
服、隔离帽、乳胶手套、防护面罩、额温
枪、洗手液、口罩、食物等共计5万元
的防疫物资，助力全镇疫情防控工作。

爱心人士 与子同袍

除了企业，钟楼区还涌现出不少
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

泰村村第一书记沈剑帮忙联系热
心企业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包含一
次性防护口罩300个，KN95口罩120
个，乳胶手套300个，连体防护服60
套，防护面罩60个。沈剑每天在泰村
村核酸检测点帮忙维持秩序，检查进
出人员信息，他说：“我只是为遏制疫
情扩散，筑牢乡村疫情防控安全线贡
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邹区镇安基村的赵彬和朱文燕夫妻
两人都是党员，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
后，他们就第一时间在网上捐款。这次
常州疫情，忙于工作的夫妻俩又托家人
给村委送去600元捐款，希望为疫情防
控贡献一份力量。

从事市政工程的王小庆，3月15日
先后来到邹区实验小学、泰村幼儿园、建
金科技、杏塘村等多个核酸检测点，送去
水果、点心、饮料等慰问品。

热心市民周永伟、毛国华通过钟楼
区红十字会捐赠300箱苹果用于抗疫一
线。3月15日，正值第16个世界社工
日，常州市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常州
市钟楼区乐善法律服务中心以及常州市
英才科普服务中心向南大街街道、邹区
镇等地捐赠了饮品、方便面、生活用品等
物资，为一线疫情防控提供支持和帮助。

实用工具 情暖一线

“大家都辛苦了，快来喝杯热姜茶暖
暖身子吧！”接过广仁阁工作人员送来的
红枣姜茶，奋战在邹区镇防疫一线的工
作人员感受到了浓浓暖意……在孝德福
地邹区镇，宜品汤包总经理程小春，凌晨
2点带着爱心早餐慰问卜弋核酸采样点
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邹区黎明小商品
店总经理范利明送来急缺的一次性雨
衣、口罩100套，慰问金1000元。安基
村、殷村村、龙潭村、戴庄村、刘巷村、前
王村、卜弋村的企业和个人纷纷以各种
方式向一线工作人员表达敬意与支持。

随着封控（管控）楼栋的增加，南大街
街道各个社区每天需要运送大量的物资
和医疗用品。街道爱心企业怀德大润发
超市为缓解社区物资运送压力，免费提供
50辆手推车，为社工及志愿者减负。考虑
到核酸采样时会有近距离接触，南大街街
道的市场部网常州分会负责人黄鸣雷组
织5家爱心企业，为采样点送去了108个
无接触式核酸采样信息录入“小神器”。

在永红街道，防疫一线人员几乎全天
扑在点上，没有折叠床之前，很多人只能
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3月16日，永红街
道采购了200张折叠床，同时收到了商会
爱心企业捐赠的毛毯和帐篷，街道第一时
间派发到各村、社区，搭建起了“防疫休息
站”，让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
有地方缓解疲累，得到片刻休息。

寒风细雨中，荷花池街道的美克美家
公司送来美味可口的下午茶，江苏常一律
师事务所带来水果等“爱心餐”，天成百货
总经理葛静珠代表民进钟楼综合四支部
为荷花池社区的“大白”送来慰问物资。

疫情之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
人都是这场“战疫”中重要的一员。让我
们共克时艰，共渡这场“倒春寒”。

供图：钟萱

钟楼区社会各界向抗疫一线捐款捐物550多万元

微光汇聚 终成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