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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迎戰Omicron
冬奧志願者變抗疫青年軍
挺 身 而 出

天津正在迎戰Omicron，截至1月13日14時，共報告本土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126例。值此形勢嚴峻之際，河北工業大學冬奧志願
者等各高校學子們紛紛挺身而出，主動請纓參加志願者工作，協助
學校完成核酸檢測與疫情防控任務，化身抗疫青年軍衝鋒前線。
「面對疫情，請黨放心，強國有我。」
大公報記者 張聰天津報道
點，張銅和小夥伴們在近10個小時裏一
直堅守崗位，協助醫務工作者們完成了
北洋園校區一萬餘名師生的核算篩查檢
測工作。 「情況緊急，沒時間吃飯，到
後半夜才有時間扒拉一口盒飯。」 張銅
說，不覺得疲勞，只覺得這是我們應盡
的義務。 「面對疫情，請黨放心，強國
有我。」

「成為自己最敬佩的人」

天津病例七成為兒童

記者了解到，該校冬奧志願者團隊
為備戰北京冬奧會，目前在校集中隔離
培訓。面對疫情來襲，他們沒有絲毫猶
豫，快速響應號召，近8個小時的寒風凜
冽，吹不散他們身上的熱情、溫暖與奉
獻。志願者袁菲回憶，原先只要30名同
學，後來又擔心人手不足，就將人數提
高到50名，仍然抵不住大夥熱情高漲。
「抗疫有我，天津加油。第一次穿上防
護服，成為自己最敬佩的人。」 志願者
李振禕說。
除了河北工業大學冬奧會志願者
們，日前另一份 「請戰書」 也在天津大
學師生中迅速流傳。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責任。特表決心如下：我們志
願成立疫情防控服務隊，不怕困難，不
畏病毒，已做好一切戰鬥準備，請校領
導批准！」
代表天津大學退役士兵協會起草
「請戰書」 的張銅，是天津大學一名從
軍中退役的大學生。 「我們身為退役大
學生，要不負黨和國家殷切希望、不負
老部隊的光榮傳統、不負母校和老師的
關懷！」 提交 「請戰書」 當天下午，他
們就重新穿上了迷彩戎裝和防護服，加
入到天津大學本輪抗疫首批學生志願者
隊伍中。
組織排隊、維持秩序、隊伍引導、
檢測掃碼……從傍晚到後半夜凌晨三

13日下午，天津市衞健委副主任劉
先奪在天津市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介
紹，截至1月13日14時，共報告本土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126例，本土新冠病毒無症
狀感染者22例。根據現有公布的107份完
整流調報告，107例感染者中，七成為兒
童。
面對來勢兇猛的新冠疫情，近日，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交通管控與
運輸保障專班印發《關於做好天津市應
對新冠肺炎疫情交通管控與運輸保障工
作的通知》，明確要果斷切斷對外客運
服務，暫停省際道路客運班線服務和省
際包車（含用於通勤的包車）備案業
務，暫停公交車、出租汽車（含網約
車）和順風車等的跨城業務。
河北工業大學冬奧志願者的 請戰
▲
書 。
受訪者供圖

「今天下午需要30名核酸檢測志願
者，請各位冬奧志願者積極參加。」 1月
9日上午，河北工業大學冬奧志願者群組
裏發布了一則倡議。在短短一分鐘內，
82人接起長龍，群裏報名參與的消息塞
得滿滿當當，河北工業大學的82名冬奧
志願者僅用一分鐘時間就完成從冬奧志
願者到抗疫志願者的轉變。

﹂

▲天津大學的志願者從寒夜一直工作至清晨，在初升旭日的照耀下為彼此消毒。

天津年輕志願者感言
河北工業大學冬奧志願者 李振禕
「第一次穿上防護服，第一次 『全副武裝』 ，
第一次成為自己最敬佩的人。」
天津大學化工學院本科生 田利利
「今天，咱們一起看了2022年的第一次日出。
學校說志願者暖貼管夠！貼着身上暖和，心裏
更暖和！」
南開大學口腔醫學專業碩士 張璐
「和外面負責採樣的醫務人員、維持秩序的工
作人員相比，自己的辛苦不算什麼。」

河北工業大學冬奧
▼
志願者李振禕第一次
穿上防護服。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記者張聰整理

﹁

中山一例確診 珠澳迅速應對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
道：廣東中山13日通報一起新冠病毒
核酸陽性個案。
該個案為居住坦洲鎮國際花城一
期的24歲女子，已轉送至定點醫療機
構隔離治療，相關接觸人員正在排查
中，其居住、工作場所已劃為封控
區，實行 「足不出區、只進不出、嚴
禁聚集」 管理措施。當天中山市有序
組織開展全市全員核酸檢測工作，當

地市民須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
證明才可離開中山。
因應坦洲鄰近澳門，澳門衞生局
亦實時調整防疫措施，自13日下午1
時起，所有曾經到過廣東省中山市坦
洲鎮國際花城一期及二期的入境人
士，須按照衞生當局的要求在指定地
點接受醫學觀察至離開當地後14天但
最短不少於7天。因應中山確診女子的
一名密切接觸者在澳門託兒所內上

運氣好的話，隔離期間也能泡
▼
溫泉。

看來，這溫泉水是真的無疑了。問同住一個酒
店的同事，他肯定這裏的是溫泉水。因為，去年隔
離的時候，他住的就是這家酒店。一年之後，再次
抽中同一家酒店。這樣的概率應該不高，他可以買
彩票了。我問他是如何確定房間裏的水是溫泉水的，
他給我發來了上述酒店的說明。
上網查了下，辨別真溫泉的方法有如下幾條：
1、在真溫泉水裏泡較長時間的話，手指頭不會發皺。
礦化度高的溫泉水，富含礦物質等微量元素，會帶
來滑膩感。2、真溫泉聞着有輕微的硫化氫味，也就
是臭雞蛋味。3、真溫泉裏能感覺到明顯的浮力。4、
觀察溫泉池的邊角，是否有一層黃色結構的沉澱。
這種黃色沉澱就是人們常說的氟化鈣，只要溫度達
到50-60攝氏度時，氟與鈣會發生化學反應，並沉
底吸附在池邊。若有氟化鈣，則說明是真溫泉。
用消毒噴霧將浴缸消了兩遍，並清洗。然後放
水。顏色是淡淡的鴨蛋青綠，手感滑膩。泡到微微
出汗。手指頭也沒有起皺。
應該是真溫泉了。隔離期間能泡溫泉，實屬意
外收穫。2022，願我們都有好運氣。
新華社駐港記者 王一娟

珠海

回京

盲盒打開，抽中的是溫
都水城，以溫泉而著名。泡溫
泉對人體健康極為有益，據說
隔離日記❹ 有的地方為招徠客人，打着溫
泉的名頭，其實並非真溫泉。
既是如此，房間裏的水是不是溫泉，就值得探究一
下。
第一天晚上入住，用水籠頭裏的水刷牙，感覺
口中是沉重而複雜的味道，當時想的是，這北京的
水，可真硬。第二天，看酒店提供的指南，見上面
寫着：本酒店提
供的熱水為溫泉
水，顏色和味道
與普通自來水有
區別，請放心使
用。洗漱面盆旁
邊的細彎管水龍
頭是可飲用自來
水。如果燒水飲
用請務必注意不
要接錯！

缺席婚禮的抗疫新娘
1月13日，
一場遠在江西
贛州的特殊婚
禮在深圳人的朋友圈刷屏。人在
深圳的95後護士王津，在結束了
繁忙的上門採樣工作後，撥通了
新郎陳聰的視頻電話，接受了婚
宴現場親友們的祝福。
王津6日晚已收拾好行李，準
備翌早坐高鐵回江西老家，會合
已提前回去做準備婚禮的陳聰。
然而，一通電話打破了平靜。
「轄區內出現了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需要緊急開展核酸檢測等工
作，即刻要到社區準備。」 王津
回憶道。王津心裏有些失落的，
但想都沒想就決定留下了， 「抗
疫是我的使命。」

特 稿

疫情不容耽擱，7日一早，王
津就投入到一線的採樣工作中，
連着幾天穿着防護服，挨家挨戶
地上門給居家隔離人員採樣。
13日婚禮當天，王津依舊在
採樣現場忙碌着。同事們在收到
王津的喜糖後，為她錄製了祝福
視頻，送上了最簡單最誠摯的祝
福。
「我想和家裏人說，雖然我
們身處各地，但是隔空不隔愛，
這場特殊的婚禮在我心裏也有特
別的意義。」 王津說： 「因為我
是一名護士，在疫情面前我就是
戰士，能幫助我身邊的國人戰勝
疫情是我的神聖職責，我也感到
無比的自豪。」
大公報記者 郭若溪

心疼防疫人員 學生送愛心餐

班，澳門教青局13日中午起，對在澳
的所有高等及非高等教育的跨境師生
開展1次核酸檢測。
作為中山鄰市的珠海也迅速反
應，實時停運6條坦洲巴士路線，並在
香洲區前山街道、鳳山街道等地開展
一輪全員核酸檢測。14日0時起，從
珠海經珠澳口岸到澳門人員須持48小
時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通
關。

真溫泉還是假溫泉？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
道：截至13日17時，深圳 「0107」 疫情
累計報告12例確診病例和2名無症狀感染
者。受疫情影響，深圳中小學幼兒園都
已提前放寒假，連日來，不少學生們都
在用自己的方式為疫情防控工作出力。
11日早上9點，深圳市龍崗區防疫工
作人員劉寰霞，在天璣城核酸檢測點開
展工作時，一位學生模樣的男孩，推着
超市購物車前來，放下一箱咖啡及一袋

食物，留下一句， 「辛苦了，這是給你
們的早餐」 後，轉身就走。劉寰霞連忙
表示感謝並詢問他的姓名，男孩頭也沒
回的答了句： 「我叫中國人！」
13日，在蓮花街道核酸檢測點，一
位9歲男孩與家長一同加入疫情防控志願
工作，穿着防護服指引市民提前掃碼填
寫資料和維持秩序。他的爸爸表示，希
望能趁着這樣的機會，讓孩子通過親身
體驗來感受社區工作人員的辛勞。

似水流年 亦拒絕躺平

今天不知咋的啦，在
沙發上半睡半醒 「蒙圈」
一天，可能是 「隔離綜合
症」 ，開始 「躺平」 狀態
隔離日記❸
吧，不得勁。有在田灣上
班的好朋友催我呢，我得振作精神。
坐在隔離房間的書桌前，我彷彿又回到原先的
辦公狀態。辦公室窗外的山叫田灣山，微雨下凝聚
成一幅畫，微帶黛青色，細看透出綠意，似有天外
飛來的岩石泊在我的窗口，似PS處理過的照片，模
糊凝重。下班，常尋思哪條路上山；抬眼，政府的
直升機飛掠過山頂，半山腰露白的是高壓線的基座，
霧靄朦朧中有電線躍動。山在興偉中心正上方，似
與眉齊，只能叫面山而不是其他。
引導自己的腳，拾起一級級台階，撥開一片片
荊棘，心和視野在山之巔搖晃。遠望山之脊，似女
性胴體，飽滿豐盈。山腳的街鎮有一座教堂，信眾
聆聽基督福音。
近幾年，黑暴、貿易戰、恐襲、疫情……佔據
頭條，不斷疲勞轟炸。在悲傷與絕望的黑霧中，已
傳來好消息，由亂及治的新局面給困頓憂傷者極大

的希望。處在山腰的行山徑，似乎把整座山踩在腳
下，其實沒有，因為還沒到，沒有叩到山門。冥冥
中也有一種天外來音，正緩緩地爬上山樑。
集團背山向海，風水在此空間循環，生生不息，
沉悶的雷聲在山谷迴盪，常常有一隻孤寂的鷗鳥在
閃電間逆風飛翔。一汪山塘，寂靜無聲地接納雨後
的溪水，山那邊的街市華燈初放。
這是我在港島南天之涯、海之角的似水流年。
楊健清

▲田灣的辦公室附近有不少生靈棲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