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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正在迎战肆虐全球多个国
家的奥密克戎。

1月7日18时至8日21时，天津
市发现20例阳性感染者。随后，天
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其中2
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
判定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

此次天津疫情，是截至目前奥密
克戎在国内引发本土感染病例最多的
一起。天津市防控领导小组和指挥部
会议上分析认为，此次疫情呈现出传
播速度快、隐蔽性强、穿透力强的特
点。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天津
迅即展开全市范围内全员核酸筛查。

此轮疫情突袭天津，疫情发展严
峻复杂。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张颖8日晚判断，从这些病例
之间的关系和传播链条上来看，病毒
至少已传播三代。“也就是说，这起疫
情有可能在这个社区里面的传播已
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不排除会在封
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之外，有可能
会出现其他的阳性感染者。”

然而更为严峻的，是奥密克戎的
检出！

8日24时，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完成天津市新增2例本土病例新
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经分析比对，
并经中国疾控中心确认，2例本土病

例新冠病毒均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
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教授
孙亚民表示，奥密克戎传播速度快、潜
伏期短，传播代次间的时间也较短，天
津确诊病例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为有力阻击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疫情进一步扩散传播，天津市委市政
府和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9日7时起，天津全员核
酸检测开始。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全员
核酸检测星夜未歇。9日6点，天津
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社区站站长宋晶杰和其余9
名同事出现在了水上公园门外的采
样点。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们将
负责周围两个小区居
民的全部核酸检测任
务。

在南开区水上
公园街道，社区的小
学操场临时被征用
为核酸检测的场
地，门口的长队有
序排着。

穿着红色显眼羽绒服的社区工
作者告诉记者：“早上4点就在群里
接到全员核酸的通知了，我们5点多
就出门到学校帮忙一起搭帐篷，等待
大家伙儿来。”

确保市场保供稳价，天津也正在
行动。疫情发生后，天津立即启动群
众生活供给保障联动应急响应机制，
加大货源组织，积极投放市场，切实
保障天津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记
者了解到，目前天津生活必需品市场
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为了保障物资的充足供应，天津
市区两级商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
了市场保供应急预案，组织物
美、华润、人人乐、世纪华联等
40余家超市、菜市场为封控

小区进行点对点配货供应，确保封控
社区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天津物
美发展部负责人董伟说，当前米面、
粮油、蛋奶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在超市
内均供应充足，一些蔬菜正在通过北
京和天津的配送中心紧急调货。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宏介绍，
天津正在积极推动批发市场、超市、菜
市场积极拓展货源，加大进货规模，加
大库存备货，保持天津生活必需品市
场稳定。同时，天津制定了肉、蛋、盐、
菜、奶、瓶装水、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

品储备应急预案，激活应急

投放网络体系，各储备企业随时保持
热备状态，一旦需要，将启动应急预
案，保证储备商品关键时刻调得出、用
得上，能够迅速投放市场。

“天津将对货源源头组织、批零
环节畅通、零售终端衔接全链条等，
进行再分析、再研判、再推演、再组
织，切实做到环环相扣，保障市场供
应充足。”李宏说。

（新华社天津1月9日电 记者
白佳丽 宋瑞 张宇琪）

直击天津迎战

透过“的哥”王锋利的车窗，平日
车水马龙的西安有些清冷。但在各
个角落，城市却从未真正“暂停”过。

手握方向盘，王锋利将自己比
作赛车手，对手是病毒：“我们跑得
快一点，核酸检测结果就能快点出
来，战胜疫情的希望就大一点。”

他是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抗疫
支援队的一员，这支由 2000 多名

“的哥”组成的队伍，连日来穿梭于
西安各个核酸采样点与实验室之
间。对城市交通熟稔于心，他们能
用最快的速度往返，确保核酸样本
高效安全转运。

40公里之外，62岁的西咸新区
泾河新城保洁员陈志贤娴熟地换上
防护服，变身“大白”。疫情来袭，他
毛遂自荐担任志愿者，在隔离酒店
负责楼道消杀和为隔离人员送餐。

“别看我年纪大，但只要穿上防
护服，就感觉浑身是劲儿。”透过眼
罩，老人目光坚毅。

连续多个阴冷天后，1月9日，
冬日西安泛出一抹暖阳。

这一天，一条来自西安市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在大家的微信朋友圈中
刷屏：“请市民朋友保
持耐心，继续坚持一
下，相信西安市很
快能够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

“再坚持
一下！”王锋
利给自己打
了打气。

（新 华
社西安1月
9日电）

暖阳

“守护这座城，守护我们的家”
——西安本轮疫情一个月速写

按下“暂停键”的城市里，始终
有一大批启动“快进键”的人。

在西安市胸科医院新冠三
科，来自西安交大一附院的医护
人员当起了新冠确诊患儿的“临
时妈妈”。

护士长杨阿平说话轻柔，动作
中带着爱意。“收治这么小的宝宝，
护理团队都格外用心。”经她们呵
护，已经有小朋友治愈出院。

截至1月7日24时，西安本轮
疫情已累计治愈新冠肺炎患者
180例。在西安市胸科医院，7日
一天就有60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

到健康监测和康复隔离期。近期，
该院还将迎来新一轮出院高峰。

“现有病人以轻型、普通型为主。
对重症患者，医院正集中优势力
量全力救治。”西安交大一附院
西安市胸科医院联合指挥部副
总指挥韩建峰说。

从高峰时连续7日新增病例超
过150例，到每日新增病例大幅下
降，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经过
一个月奋战，西安抗疫的“主战场”
已然转移到城中村等重点区域。

接到陕西省委组织部打来的
电话，陕西省医保局副局长王彪没

有丝毫犹疑，立刻接下“战书”。他
将被派往西安市长安区周家庄村
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自2021年12
月26日以来，这个城中村已出现了
3例确诊病例。

组织派驻干部火速成立临时
党支部，这位有丰富基层工作经历
的老党员带着党员们挨家挨户“敲
门”去了。组织做核酸、运送物资，
解决群众临时困难……隔着防护
服，村民看不清他的脸，但记得这
位大个子语气沉稳——

“细节里藏着魔鬼，不能有丝
毫放松和马虎！”

“放心”“加油”“坚持”……见不到
面的日子里，微信群中的寥寥数语，是
刘杏利一家三口最深沉的问候。

在别人眼中，身为西安市新城
区韩森寨街道东盛社区党委书记
的她是个“女汉子”。疫情暴发至
今，她始终坚守在封控小区，额头
受伤也不下火线。爱人被抽调在
隔离酒店专班，10多天没回过家。
女儿也是社区干部，拼起来像妈
妈，时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一个月，一座城。千万人在坚
守，万千人在守护。

在西安市灞桥区向阳沟公租房安
置点，一些市民在集中隔离里迎来新
年。经历了起初的磨合，这里的生活
条件逐步改善：暖气热了，餐食多了，工
作人员还为每家送来一个iPad。

市民马辉用Vlog记录下这段

特殊的隔离生活。镜头里，少了自
家小窝的温馨，却也多了一份坦
然。“西安是我们的家，我们一起去
守护它。”他说。

截至1月6日18时，西安共有
集中隔离点431个，集中隔离人员
45760人。西安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说：“隔离人员也是防疫战斗员，他
们用个人和家庭的不便换来大家
的安全，他们也是英雄。”

另一群英雄，同样吹响了
集结号。在西安市雁塔区，
600多名退役军人组成志
愿突击队主动请战。

曾是一名空降兵
的位娜娜申请去运送
核酸样本，大家心疼女
同志，但她毫无惧色，

“在部队时我就不挑

活儿，高空降速都不怕！这时候绝
不能缩在后面！”

这支队伍里，有人曾戍守边疆多
年，有人退役后还在念书，有人刚刚完
成全运会保障工
作……

1月9日，腊八节前一天，西安市民王有乐精心熬制了一锅腊八粥。
“过了腊八就是年，即便不能出门，仪式感也不能少。”这位39岁的公司职员有些感慨：“再坚持坚持，困难总会过去。”
自2021年12月9日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以来，西安本轮疫情已历时一个月。从疫情来袭之初的错愕、紧张乃至有

些忙乱，到坚守中渐渐看到曙光，千年古都的岁末年初，注定难以忘怀。

坚守

鏖战

⬇ 1月9日，在天津滨海高新区的
一处核酸检测点，居民排队等待核酸检
测。 新华社发

1 月 9 日，在
天津市西青区中
北镇锦曦花苑社
区一处核酸检测
点，家长抱着孩子
进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发

1月7日12时10分，重庆市武隆区凤山街道
发生食堂坍塌事故，截至发稿时已致16人不幸遇
难、10人受伤。现场救援进展如何？事故为何突
然发生？燃气安全“最后一米”如何切实保障？新
华社记者在事故现场多方走访，展开调查。

事发时正值午餐
现场救援难度较大

事故发生时，周边许多群众听到了爆炸声，随
后现场升起大团的白色烟尘。陈女士是武隆区建
设西路一家快餐店的店员，事发时她在店内听到
一声巨响：“一开始以为是工地放炮，后来看到消
防车、救护车才意识到出事了。”

事故发生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等方面的600
余名专业人员迅速前往救援。重庆市委、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指挥搜救救治工作。

参与救援的消防指战员告诉记者，他们赶到现
场时看到食堂所在的一栋二层高小楼已被夷为平
地，砖块、预制板、房梁等散落一地。“坍塌房屋使用
的是沙砖，建造年代较为久远，整体强度相对较弱。”

记者了解到，坍塌房屋为二层砖混结构建筑，
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凤山街道办事处机关
内部食堂。街道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燃爆发生
时正值午饭时间，20多名职工正在食堂就餐，燃
爆发生时就餐职工没能来得及撤离。

记者发现此次救援难度不小。由于食堂位于
街道办事处办公楼背后的山坡上，车辆无法通行，大
型救援设备难以入场，救援人员只好用铁镐、铁锹和
钢钎等工具将建筑材料挖出移开。为避免对被困人
员造成二次伤害，消防救援人员用木板顶起坍塌的
楼板，出动多只搜救犬在缝隙间搜寻被困人员。

此外，由于人员被困现场集中在不到100平方
米的狭小空间，人员承载能力有限，救援人员只能轮
番上场施救，对搜救进度造成很大影响。入夜后，夜
间救援难度进一步增大。经过10多个小时紧张救
援，目前，现场共搜救出26名被困人员，其中16人
经抢救无效死亡，10名伤者中有1人伤情危重。

初判“疑似燃气泄漏燃爆”
国务院安委会挂牌督办事故查处

据现场应急指挥部调查，初步判断事故原因
为疑似燃气泄漏燃爆。燃气泄漏使得食堂厨房充
满天然气，遇明火后爆炸。

城市居民使用的燃气天然气主要成分为无色
无味的甲烷CH4，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
以便用户及时发现燃气泄漏。此次燃气泄漏后，为
何相关人员没能及时发现险情呢？燃气安全专家
分析，由于厨房气味相对复杂，仅靠臭味可能无法
准确判断。且厨房位于食堂的一角，距离餐厅座位
有一定距离，就餐者可能也没闻到明显气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6条规定，
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
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目前酒店、餐馆等经营性
商家的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率相对较高，机关、
企业等单位内部食堂还没有强制要求。”现场参与
事故处置的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
发食堂是否已安装相关装置、装置是否正常使用
仍待进一步查明。7日午夜，现场救援工作结束
后，相关部门已进场勘查，对事故起火点、明火来
源、房屋结构等进行详细调查。

目前，重庆市委、市政府已成立了分管副市长
任组长的事故调查组，依法依规调查事故原因和
责任。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重庆市武隆区凤山
街道办事处食堂坍塌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据新华社重庆1月9日电 记者柯高阳 周文冲）

初判“疑似燃气泄漏燃爆”
现场救援难度较大
——重庆武隆食堂坍塌事故调查

1月7日，在坍塌现场，救援人员开展救援。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
者侠克）北京市疾控中心9日表示，
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天津、河南、
深圳等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天津出现
奥密克戎感染者，至少已在社区传播
三代，建议北京市本地人员非必要不
前往天津，天津人员非必要不来京，
建议京津通勤人员居家办公。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将对天
津进（返）京人员严格落实防控措
施。天津市津南区及南开区竹华里
的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

北京疾控
建议京津通勤人员
居家办公

深圳
确诊病例增至3例

新华社深圳1月8日电（记者
王丰）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8日
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日下
午，在7日报告的2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的密接者中，新发现1例确
诊病例，目前确诊病例增至3例。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核酸检测
和病毒基因检测结果，初步判定此
次疫情为一起境外输入关联的新
冠肺炎疫情。

据新华社郑州1月9日电（记
者冯大鹏）记者从1月9日下午召
开的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12月31日
至2022年1月9日12时，河南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58例。

从数据上看，河南本轮本土疫
情在郑州等多地出现，郑州、许昌
还出现聚集性疫情。经基因测序
分析比对，许昌禹州市（县级市）疫
情与郑州疫情病毒基因序列同源
性高，病毒基因测序为德尔塔株。
目前病毒来源尚不明确，防控形势
严峻复杂。

目前，河南划定高风险地区12
个、中风险地区8个。

河南
本轮疫情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25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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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油田成我国
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戴小河）记
者9日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最大海上油田——
中国海油旗下渤海油田，2021年原油产量达到
3013.2万吨，成为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原
油增量约占全国增量的近50%。

渤海油田始建于1965年，是我国海洋石油工
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海油精心培育的产量最高、
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主力油田。投产50余年
来，已发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44亿吨、天然气
地质储量近5000亿立方米，累计为祖国贡献油气
超4.93亿吨。

中海油天津分公司勘探总师薛永安介绍说，
渤海湾盆地地质构造复杂，就像是一只“金盘子”，
掉在地上摔碎了又被踩了几脚，油藏分布十分零散
复杂，而且还隔了一层海水，勘探开发难度更高。

中海油天津分公司开发总师赵春明表示，渤海
油田不仅油藏分散，且原油黏度大，以稠油油藏为
主，要经济有效开发这些“低边稠”油田，难度极大。

为此，中国海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连
续开展三次“优快钻井”提升行动，使平均钻井周
期从57天下降至10天以内，钻井效率提升了6至
7倍，为渤海油田的快速发展打通了关键瓶颈。

➡ 曾是一名空降兵的位娜娜（左）准备出发运送核酸检
测样本。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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