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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诗颖 王智

汛）

疫情来临，总有人“逆向而行”。 荔

湾区疫情防控一线有这样一支队伍，他

们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 把密接人员

“点对点”接到隔离酒店、把隔离期满的

居民安全送回社区……他们构筑起荔

湾区疫情防控的闭环，用行动守护居民

的安全。 他们，是荔湾防控转运组的工

作人员。

从清晨坚守到半夜，与居民或社区

提前联系、迅速到达指定位置、规划行

车路线……这是荔湾区防控转运组车

长崔皞殷的一天。

主动请缨“上阵” 冲锋在防疫一线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是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中之重。 安排专人专车为入境人

员提供转运服务，是市区防控工作的衔

接环节，也是荔湾区闭环转运管理的首

发环节。 在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之初，荔

湾区疾控中心积极响应，抽调精兵强将

奔赴接机转运一线。

崔皞殷是广州市白鹅潭建设服务

有限公司的业务骨干。 听说单位要抽

调人手后， 他立刻主动请缨， 成为今

年最早一批参与荔湾区接机转运工作

的工作人员。 接受医护人员严谨的个

人防护培训后， 崔皞殷匆匆奔赴机场

投入工作。 为了熟悉不同的转运要求，

每次他都会提前提前了解当日的工作

安排和注意事项。 收到疾控中心通知

后， 他需要在 3 分钟内穿好防护装备，

出发至机场进行转运工作。 接到入境

旅客后， 他还需要引导旅客使用小程

序登记信息、 扫码乘车。 从接齐旅客

到安排所有旅客入住隔离， 工作交接

完毕时通常已是次日凌晨。

隔离转运工作 有效率也有温度

5 月 26 日， 崔皞殷接到转运任务，

需要和同事到荔湾中风险区接送密接、

次密接居民去隔离酒店。 接到任务后，

他一边与司机联系，一边拿上隔离人员

的资料，穿好防护装备，出发前往接送

需要隔离转运的居民。

据悉， 由于居民住得比较分散，所

以每辆转运车的车长都需要根据街道

上报的名单， 逐一为居民核对身份后，

再把他们送到对接的隔离酒店。 偶尔，

有居民会因转运路程漫长出现身体不

适，甚至会产生负面情绪。 每当此时，崔

皞殷都会尽力安抚对方的情绪。 而这些

工作中的“突发状况”，也是崔皞殷每天

都需要面对的情况。

“喂， 王主任， 我现在去接次密接

人员， 跟您确认一下信息。” “喂， 您

好， 是刘女士吗？ 我现在快到您楼下

了， 您拿好东西下楼吧。”

为了确保转运工作准确无误， 崔

皞殷总是不厌其烦地确认信息， 为求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居民送到隔离

酒店休息。 然而即便是在最快的情况

下， 接送一趟仍需要三个小时， 最多

的时候转运接送组一天内需要往返三、

四趟。 但即便如此， 在繁忙的转运工

作中， 崔皞殷仍会用细心、 耐心和人

性化的服务态度， 温暖每一位居民的

心。

舍小家为大家，盼望与家人团聚

生活中， 34 岁的崔皞殷是一个年

轻的爸爸。 每天， 3 岁的儿子都会打电

话问他， “爸爸你去哪里了呀？ 我好

想你呀。” 年幼的小朋友不懂爸爸为什

么要外出工作这么久， 连续好几个月

没有回家， 而其家人们虽然理解， 但

也万分牵挂。 每每说到家人， 崔皞殷

心里既感激又愧疚。 为了让家人安心，

每天工作间隙， 他都会抽空跟父母和

孩子打视频电话， 让家人了解自己的

状况。

采访中，当记者问到崔皞殷工作结

束后回家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

说：“平时我工作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转

运的居民一家团聚十分温馨，我也好羡

慕呀！ 进家门的第一时间，我要多抱抱

我的孩子和家人。 ”

今天依然是晴天。 连续几天

没有下雨， 气温更高了。 早上 7

点多，我站在阳台上，虽然有风

吹来但并不觉得凉爽。 花园里，

那些习惯晨运的街坊已经锻炼

起来了。

浇了花， 吃完早餐， 大概 8

点多，我拿起手机看新闻。 今天

最大的新闻，自然是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 而在业主群里，大家议论

得最多的则是美食和昨日进行

的核酸检测，以及小区何时解封

的问题。 昨日进行的核酸检测，

结果出得真快。 穗康码下面的页

面显示， 我的采样时间是 16 日

10 时 48 分， 检测结果出来的时

间是 19 时 05 分。 也就是说，仅

需约 8 小时就通报结果了，比起

以前两三天都查不到检测结果

不知快了多少倍。 这肯定是医务

人员和检测人员的功劳，谢谢他

们。

看完手机信息，我打开电视

机观看神舟飞船发射的现场直

播。 听着播音员对神舟飞船以及

我国空间站的介绍，看到 9 点 22

分 27 秒载人飞船准时发射，到 9

点 43 分左右宣布发射圆满成

功，真为中国航天人的成就感到

骄傲，为航天英雄点赞！

中午 1 点多，太太接到快递

员通知，她的快件到了。 我下楼

取件，顺便到超市买些叶菜。 这

段时间以来，我家基本两天或者

三天才去买一次菜，目的是遵守

防疫要求，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

门次数。 我来到“移动超市”，这

里还有一些叶菜可挑选，我买了

菜心和生菜。 随后，我到了快递

点，拿了快件便回家。

荔湾区防控转运组车长崔皞殷

与时间赛跑的“逆行者”

居家日记

购物活动范围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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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热天气仍在继续。 7 点多，我

做了一会早操就出汗了。 放眼花园，

行人并不多。 湖边的路上，有两个人

在跑步；中庭花园里，有三名居民在

打太极；其他路段，也只有一两个人

在散步。

吃过早餐，休息了一会，将近 9

点。 我决定去桥东市场那边看看，因

为昨日的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宣布：“除东沙街、中南街、白鹤洞

街仍需封闭的部分社区外，9 条街道

大部分居民可在芳村片区内购物和

活动。 大部分大型商超、肉菜市场、

便利店、药店、理发店将恢复正常营

业，餐饮单位外卖经营暂不堂食。 ”

也就是说，芳村片区居民的购物、活

动范围显著扩大了。

我带上“临时通行证”，出了小

区大门，来到芳村大道西，此时路上

往来的行人不少， 马路上也出现了

小车。 有几辆小车在这里掉头，向东

开去。 多日不见的公交车也来了，车

头上的显示牌标着“C 线 如约就

医”，这应该是方便片区居民出行的

短线公交， 需要就医的居民可预约

搭乘。

来到桥东市场路口， 我向值岗

人员亮证、亮码、测温后进入市场。

路上陆续有街坊买完菜往回走，路

边的饺子店前有十多人排队等候购

买， 也有不少街坊在市场旁的小超

市和商铺内选购。 桥东市场的大门

也开了，但值守人员说，市场正在进

行清洁消毒，明天才开始营业。

我在周围的肉菜档逛了一圈，

看到有九节虾出售， 每斤 45 元，便

买了 1 斤和其他蔬菜。 回到小区时

已经 10 点多，却没有看到前几天还

在这里停靠的“移动超市”。 向门卫

打听才知道，从今日起，“移动超市”

不再开到这里，而是开往白鹤洞街，

以保障那里的生活物资供应。

下午两点多， 群里有人高兴地

说， 收到桥东那边店铺送来的外卖

了。 看来，片区内餐饮单位的快递服

务开始恢复了。

居家日记

核酸检测 8小时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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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皞殷与同事一起

完成转运工作。

崔皞殷与儿子视频。 身穿防护服的崔皞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