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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12 日 0 至 10
时，河北省新增 21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2 日黑龙江省新增 8 例无症状感染者。
此前据国家卫健委通报，1 月 11 日 0 至 24
时，新增本土病例 42 例（河北 40 例，北京 1
例，黑龙江 1 例）。为尽快排查出阳性病例，
阻断疫情扩散，河北、黑龙江、辽宁、山西等地
的相关地区在做好流调、消杀等同时，升级管
控措施，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河北省卫健委 12 日通报，11 日 0 至 24
时，河北省新增 40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新增 26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另据河北
省政府新闻办 12 日通报，12 日 0 至 10 时，
河北省新增 21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1 日及 12 日均无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
病例。
　　为尽快排查出阳性病例，阻断疫情扩散，
河北 12 日开始对石家庄市、邢台市开始进
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同时，对临近的定州
市、辛集市，同步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石家庄市藁城区对发现病例最多的 3 个
村和有病例的 12 个村，实行集中隔离，应
隔尽隔。对临近的 5 个尚未发现病例的
村，实行封闭管理，居家防控。邢台市全市
涉及南宫病例的密接和次密接者，已经采
取集中隔离措施。
　　廊坊市固安县 11 日报告 1 例本土确
诊病例后，将确诊病例居住小区划定为中
风险地区。廊坊市及固安县已组织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针对新发现病例，廊坊市已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对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
进行全面排查，全部进行集中隔离、核酸
检测。
　　此外，河北省对石家庄市、邢台市、廊
坊市全域实行封闭管理，人员、车辆非必要
不外出。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封住大交
通，管控小交通，坚决防止重点地区人员流
动导致疫情向外传播扩散风险。
　　继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之后，1 月
12 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伊

春市大箐山县均出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
者，分别新增 7 例、1 例。
　　 1 月 12 日 15 时起，绥化市主城区所
有进出城口全部封闭，各乡镇、村屯进出机
动车通道只保留 1 条应急道路；关闭火车
站候车大厅和进站通道，禁止旅客进站上
车，出站人员携带三日内核酸检测报告，佩
戴口罩、扫码、测温后允许通行。绥化市公
交车、长途客车、通乡通村客运车辆全部停
运，出租车仅限城区内运营，车内人员实行
物理隔离；绥化市各小区及乡镇所在地、自
然屯实行封闭管理，非本小区和村屯人员
一律禁止进入；对于出现核酸检测阳性病
例的小区（村屯），禁止人员出入。
　　自 1 月 11 日发现两例新冠病毒无症
状感染者以来，山西省晋中市在做好流调、
消杀等防控工作的同时，升级管控措施，并
将于 13 日起对晋中市榆次区进行全员核
酸检测。12 日，当地卫健及疾控部门对 2
名无症状感染者所在的高村等重点区域的

6981 名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进行了核酸
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1 月 11 日 0 至 24 时，北京市顺义区
新增 1 例确诊病例，系确诊病例密切接触
者。顺义区第一时间对新增确诊病例居住
的北石槽镇北石槽村实施全面封闭管控，
紧急组织开展核酸检测。截至 12 日 14
时，全村 1670 人全部按照 1 ：1 进行核酸
采样，目前已出结果 1158 人，全部为阴
性。北石槽镇累计核酸采样 9960 人，目前
已出结果 8609 人，全部为阴性。
　　从 1 月 11 日起，沈阳市在铁西区、皇
姑区、于洪区启动了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工作。截至 1 月 12 日 12 时，上述 3 个地
区核酸检测累计完成采样 1293829 人，累
计完成核酸检测 350082 人，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据了解，大连市计划从 1 月中旬开始启
动低风险地区高校学生寒假离校工作，组织
学生错时错峰、安全有序、分期分批离校。

河北黑龙江等地管控升级，开展核酸检测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记者谢昊）在
12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顺义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支现伟通报，针对 9 日公布的确诊病例
存在隐瞒活动轨迹、密接人员、发病就诊等情
况，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公安部门已开展
立案侦查。

　　支现伟介绍，顺义区严格实行村庄封
闭式管理，强化落实村（社区）出入口查证、
验码、测温、登记管理措施，严格要求村民
凭属地组织的最近一次核酸普测阴性结果
进出村（社区）。未做核酸检测的人员及时
补测，确保核酸检测不漏一人。加大村（社
区）内出租房屋、“七小”门店等场所敲门摸

排力度，做实出租房屋和租房人口的登记
和管理，所有外来人员全部分类上账。
　　同时，针对发现的小饭桌、小诊所、小
药店等违规经营现象，加大监督执法检查
与非法行为的清理整治力度，开展地毯式
排查，摸清底数、逐一上账、综合治理，遏制
潜在风险隐患。

　　支现伟表示，为进一步降低人员流动，
阻断病毒传播渠道，倡导在顺企业和在顺
员工尽量采取灵活办公模式，实行弹性工
时、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分批轮流到岗等
方式，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要求顺义
区全体党员带头留顺（留京）过节，带动身
边亲友减少流动。

北京顺义一病例隐瞒活动轨迹，公安部门已立案侦查

刷屏网络三张照片背后的泪目故事

  上图为1 月 6日，大连海洋大学师生顶风冒雪推
车运送防疫物资；下图为当日，在风雪中运送物资的
大连海洋大学师生在工作结束后合影。 新华社发

  上图为1 月8日，在沈阳市永丰社区办事大厅，一位
身穿黑色羽绒服的大婶捐款的监控视频截图；下图为 1
月12日拍摄的大婶留下的包裹捐款的红纸。 新华社发

  上图为社区工作人员刘莹辉白天在封闭管理小区居
民楼下露天“办公”（2020 年 12 月 20 日摄）；下图为当天
夜里，刘莹辉在同一地点继续工作。    新华社发

　　数九寒冬，战疫正紧。一张张令人泪目
的照片在网上刷屏，暖化了无数人的心。记
者选取其中三张照片，找寻照片的主人公，
讲述照片背后的感人故事。

照片一：风雪里的蹬车少年

　　 1 月 6 日下午，一张大连海洋大学师
生顶风冒雪推车运送防疫物资的照片刷屏
网络，湿润了众多网友的眼眶。19 岁的大
二学生李宗余就是这组照片中的主人公
之一。
　　“我就是那个蹬车少年。”在电话另一
头，李宗余笑着跟记者说，“我从小在农村
长大，帮家里干活的时候学会了骑电动
车。”
　　“蹬车少年”上任始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为防控疫情，大连海洋大学封闭校园，17
名平均年龄 19 岁的学生组成了青年抗疫突
击队，承担起每日运送物资的任务。
　　“那天雪太大了，蹬车可费劲了。”李宗
余说，就是那天，突击队连推带拉分 3 次运
送了整整 28 箱防疫物资，该送的一箱也没
有落。
　　李宗余在前面蹬，后面还有 10 多个人
在推。带队老师王海鹏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雪真大，我们穿着防护服、戴着

护目镜，眼睛睁开了也看不清路。脚下还打
滑，就是摸索着跟着感觉走。有人滑倒了，
爬起来大家搀扶着继续向前走。”王海鹏回
忆说。
　　“回头看这张照片，我真幸运啊！推车
的人可比骑车的累多了。”李宗余笑了笑，
说，“这张照片会是我们一生的记忆。”
　　这张照片火了，李宗余的父母也知道
了。看到网友的集体点赞，爸爸妈妈感到欣
慰和自豪，鼓励儿子坚持下去。
　　有网友说，从照片上虽然看不到那一
张张青春的脸，但他们的样子真的好帅。

  照片二：你孤单的背影是冬

日最美“风景”

　　日月轮转，一个孤单而坚强的背影“纹
丝不动”。
　　这是一张颇具“艺术感”的照片，在网
上赢得了无数点赞。
　　照片里身着防护服坐在封闭管理小区
楼下的“白衣守护者”名叫刘莹辉，是一名
社区工作人员。
　　 2020 年 12 月 20 日，作为志愿者的她
到中风险地区的大连金普新区金润小区 B
区的抗疫一线，服务 26 号楼的 85 户居民。
　　采购统计、传递信息、分发物资……每

天早 6 时，刘莹辉准时“上岗”，工作繁杂而
紧凑，手机不离手。社区为志愿者们准备了
休息岗亭，但她觉得来回走不方便，索性就
搬到居民楼下的草坪上露天“办公”。
　　等到 21 时“下班”时，刘莹辉已经被冻
透了。26 号楼的居民在微信群里说要给她
搭棚子、送暖垫……她赶紧回复说：“大家
都打住啊……你们不下来，就是帮了我最
大的忙……”
　　面对记者的采访，刘莹辉淡淡地说：

“每个志愿者都不容易，我没做什么特别
的。”
　　刘莹辉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非常
心疼她，也申请成为志愿者，与妻子在同一
小区上岗。“我们俩在一起，不冷。”刘莹辉
笑着说。
　　有网友说，有你在，我们好暖。

  照片三：扭头就走的大婶，你

在哪？

　　第三张照片，其实是一张监控视频
截图。
　　在沈阳市大东区万泉街道永丰社区，
街坊邻居这两天见面都问同一个问题：找
到了吗？
　　大家要找的是一位身穿黑色羽绒服的大

婶。唯一的线索就是一张监控视频截图。
　　 1 月 8 日，永丰社区办事大厅。一位
身穿黑色羽绒服的大婶来到社区工作人
员面前，放下红纸包裹的两万元钱。
　　“你们太辛苦了！我年纪大了帮不上
什么忙，捐两万元钱……”三言两语，还
没等工作人员回过神来，大婶就匆匆离
开了。
　　“等我们反应过来追出去时，已经找
不到人了。”社区工作人员肖健说，她戴
着口罩 ，看不清脸 ，监控视频上只有
背影。
　　大家展开红纸，看到了两万元钱，纸
上写着：向抗疫战线上的医疗工作者和志
愿者致敬！捐款人：一个热爱祖国和人民
的人。
　　“我们谢谢她！也想找到她，把钱还
给她。”永丰社区党委书记隋宏丽说，社
区里许多人靠一个月两三千元的退休金
生活。这笔钱攒起来不容易。
　　为了找到这位扭头就走的大婶，社
区公布了这张视频截图，希望能发动社
会力量一起寻找。
　　许多网友也在寻找着。因为那张红
纸装着的，是滚烫滚烫的心。
  （记者徐扬、王莹、郭翔、汪伟、李恒）
      新华社沈阳 1 月 12 日电

　　新华社天津 1 月 12 日电（记者白佳丽、张建新）12
日，记者从在天津召开的第 156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天津疫情防控举措进一步严
格，党政机关干部要带头在津过节，鼓励在津单位推行
弹性休假，有序组织高校师生、在津务工人员等错峰离
返津。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
任顾清表示，在冬季疫情严峻形势下，天津将严格控制大
型会议活动和规模，倡导线上会议，一律取消集体团拜、
联欢等活动。春节前后禁止举办群众性庆祝庆典、聚集
性展销促销等活动。同时，要确保离校学生底数清、返乡
行程可追踪、家校协同有反馈。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道刚介绍，
天津市出租汽车不得搭载乘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在
天津如果乘客发现出租车（含巡游车、网约车）驾驶员没
有佩戴口罩可以投诉，如果乘客拒绝佩戴口罩驾驶员可
拒载。
　　针对天津周边地区疫情多集中发生在农村地区的情
况，天津提出要做到“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请不办”，少
摆席、少串门、少走动。

天 津 为 加 强 疫 情 防 控

鼓励在津单位弹性休假

  1 月 1 2 日，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九里庭院社区，医务
人员为居民进行核酸采样。
  当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启动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
测。据介绍，本次全员检测根据检测量、人员分布及构成
等合理设置采样点位，每个采样场所都要配备充足的专
业采样人员、信息录入人员、秩序维护人员等，确保采样
期间不扎堆、不排长队，衔接合理、有序高效。本次全员
检测争取用两天时间完成。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石家庄启动第二轮全员检测

　　新华社石家庄 1 月 12 日电（记者李继伟、巩志宏）
记者 12 日从河北省邢台市举行的第六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南宫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
测采样 362997 人份，11 日晚全部检测出结果，其中检
出阳性样本 6 例，都是在集中隔离点上被检测出来的，
全部为之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据悉，截至 1 月 11 日 24 时，南宫市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5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 例。现有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21 例，无症状感染者 5 例，全部在邢台市定点医院
集中诊治，患者病情平稳。
　　除南宫市外，邢台市其他县（市、区）没有疫情。

河北南宫第二轮全员检测

检出阳性6例，均为密接者

　　据新华社哈尔滨 1 月 12 日电（记者强勇、唐铁富）
记者从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12 日哈尔滨市
报告 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为黑龙江省绥化市
望奎县返哈尔滨人员，由哈尔滨市香坊区及医疗机构对
望奎县返哈尔滨人员进行逐一排查和核酸检测时发现，
经市级专家组会诊确定。
　　截至 1 月 12 日 20 ：30 ，已追踪排查该病例在哈尔
滨市的密切接触者 34 人；完成相关人员核酸采样 75
份，外环境采样 73 份，样本检测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
对所有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已全部采取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措施，对其居住场所和主要活动场所均已进行终末
消毒，并按要求落实封控管理措施。哈尔滨市将根据深入
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结果，继续开展相关人员排查
管控和扩大核酸检测工作。

哈尔滨发现 1例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贵阳 1 月 12 日电（记者肖艳）贵州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 12 日晚发布消息，河北省 12 日上午公布的
11 日新冠肺炎第 35 号确诊病例史某某活动轨迹与贵州
有关联。
  根据贵州省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现已排查到史
某某在贵州密切接触者 23 人，扩大搜索人员 1028 人，
对其活动轨迹外环境采样 115 份，均已按要求进行集中
隔离并完成核酸采样，现有 18 人核酸检测结果已出，结
果为阴性，其余核酸检测结果待出，并对史某某在贵州
活动的外环境进行全面消毒处理。

贵 州 排 查 出 河 北 到 黔

确诊病例密接者 23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