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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在观展时取下口罩。”成

都市民王女士在成都博物馆三楼

《花重锦官城》成都隋清历史文化

陈列馆参观，在她正准备取下口罩

透气时便被一旁的保安提醒。

1月 13日，记者前往成都市

博物馆了解成都市公共场所疫情

防控情况。前来看《光影浮空：欧

洲绘画五百年》《玉汝于成———潘

玉良的艺术人生》特展的市民络

绎不绝。记者发现和以往只出示

身份证和天府健康码不同，博物

馆设置了三道入馆检查关卡，首

先要求在取票点出示健康码和身

份证，馆口有工作人员用体温枪

测体温，进馆后还要通过安检和

红外线测温仪，所有观众入馆时

须经体温检测，体温超过 37.3益

者将会被拒绝入馆参观。

取票点的相关人员告诉记

者，疫情防控期间入馆要求进行

限流措施，馆内瞬间人流量不超

过 3000人，每日接待的参观人数

不超过 15000 人。她同时表示：

“为避免现场取票排队拥挤，欢迎

各位观众采用网络预约的方式入

馆。同时，网上预约的观众需出示

身份证、健康码、预约码才能入

馆。”

记者了解到，自疫情防控以

来，博物馆都严格执行防控标准，

要求观展人士必须全程佩戴口

罩，并由每层展厅的安保人员对

观众的口罩佩戴情况进行监督。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消毒是

定期进行的，对于博物馆而言，疫

情防控措施一直都严格执行，在

展厅内参观时，请观众配戴口罩，

主动与他人保持 1米以上的参观

距离。

记者了解到，因疫情的影响，

于 2020年 10月停办的周末儿童

博物馆活动将在 2021 年 2 月陆

续推出。带着小孩来看展的李女

士告诉记者：“博物馆的防控措施

做得到位，带小朋友过来看展很

放心，之后周末儿童博物馆开启

也愿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大家

在馆内也都戴口罩，就不会担心

公共场所人流密集的问题了。”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冯丹 胡斌 勾佳棋 李艳 万杰煜 陶岚采写

春节期间要合理安排行

程，减少不必要出行；

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妇

等人群建议不出行；

如果准备跨地区出行，要

提前了解当地的疫情形势和防

控政策，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已上线疫情风险等级查询，可

查询了解目的地近期是否有病

例或疫情发生，中高风险地区

不建议前往；

必须出行时要备好口罩、

消毒剂等物品。

减少不必要的聚集

尽量减少聚集性活动，举

办聚会等活动应控制人数。

做好个人防护

（1）随身携带口罩，遇到自

己无法确定风险的情况下及时

佩戴口罩；

（2）前往商场、超市等人员

密集、封闭拥挤场所时必须佩

戴口罩；

（3）与他人 1 米内近距离

接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梯

时必须佩戴口罩；

（4）年老及体弱者、慢性疾

病患者外出时，建议佩戴口罩；

（5）学会正确洗手，减少用

手直接接触口眼鼻；

（6）出现发热、干咳、乏力

等可疑症状要尽早到就近的医

疗机构就诊；

（7）保持家中环境卫生，天

冷也要常通风，但记得做好保

暖。

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商

场、市场是消费购物的主阵地，

随着各大商超客流量的上升，

也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请您佩戴好口罩，测量体

温、出示健康码……”1月 17日，

位于武侯区金凤街的永辉超市

门口，正不断循环播放着这段

话。每天人来人往的超市，是疫

情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场所之

一。记者走访发现，超市管理方

已严格落实入场测温、佩戴口罩

等疫情防控措施。在入口处，有

专人值班，对进入市场的市民进

行体温检测，督促大家佩戴口

罩，出示健康码，并配有消毒洗

手液供市民使用。同时，对不符

合进入超市条件的市民，超市工

作人员坚决劝返，不允许其进入

超市内。

在益民菜市（龙井店）、金凤

街农贸市场等地，记者发现这些

地方早已将疫情防控工作常态

化，市场内悬挂着醒目的防疫宣

传横幅，张贴了防疫知识海报，

工作人员对进出市场的市民进

行体温监测，严格做好消杀工

作。

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严格执行上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的要求，做好防疫工作，

确保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全，

安心过年。”

“虽然量体温、出示健康码

这些措施很麻烦，但市场人流量

大，严格防疫很有必要，这样做

大家就可以放心地购物。”在市

场购物的陈先生表示，自己会响

应呼吁留在成都过年。

成都地铁作为市民的重要

出行工具，在这个特殊时期，全

面做好疫情防控。疫情期间，为

全力保障市民乘客的安全出行，

成都地铁严格执行防疫举措，通

过采取实时监测全网各站运行

列车满载率，动态调整行车间

隔，增加红外测温设备，车站及

列车 24小时全通风，全面彻底

消毒杀菌等多项举措，做好运营

保障工作，努力确保乘客出行安

全。

进站测体温。从今年年初

起，成都地铁按照规定，严格落

实公共交通乘客佩戴口罩乘车。

设置红外热像仪，对乘客进行集

中测温，能自动追踪到高于

37.3益的人体温度。相比于手持

红外测温仪，红外热像仪测温更

加精准且监测面积广，远距离操

作免接触，在客流较大时也不影

响乘客进站的速度。

手机扫码过闸。除每日对回

收的单程票进行清洗、消毒外，

成都地铁积极倡导乘客使用电

子单程票以非接触方式乘坐地

铁，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对设备进行消杀。每日运营

结束后，工作人员会对自动售票

机、座椅、闸机等车站里的设备

设施进行清扫与消毒，以便乘客

日常安心使用。

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杀。每日

运营结束后，成都地铁会对母婴

候车室、公共卫生间等区域进行

重点消杀工作。

对列车进行清洗消杀。每日

运营结束后，成都地铁都会对列

车进行卫生清洁和严格消毒，尤

其是车厢内座椅、扶手等区域，

进一步加强安全防控，让乘客坐

得安心。

对空调进行清洗消毒。每日

运营结束后，成都地铁会对车站

空调、列车空调进行清洗消毒，

及时对车站空调滤网及通风口

清洗消毒，开启最大通风量 24

小时全通风模式。

加强员工自身防护。成都

地铁坚持每日为员工测量体

温，确保工作平安进行。严格管

理员工及从业人员上岗前的体

温测量工作，进一步畅通与医

疗、卫生等相关部门联动机制，

减少大家的顾虑。不论是车站

里的站务员等工作人员，或是

幕后的调度人员、维保人员，又

或是新线筹备人员，从每个人

做起，全力保卫大家的安全出

行。

除此之外，成都地铁目前还

推出口罩自动售卖机并开始营

业，方便乘客购买。

据了解，乘客在地铁站内购

买口罩时，可通过微信、支付宝

扫码购买。目前售卖口罩款式为

一次性防护口罩，规格为 5 只/

包。

成都地铁提醒各位乘客，搭

乘地铁时请全程佩戴口罩，进站

主动接受体温检测，在出行时感

到身体不适请立刻向车站工作

人员求助，携手同行、共克时艰，

共同营造和谐、安全、文明、健康

的出行环境。

近期，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趋于严峻，为切实保障医

疗机构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安全，

结合防控形势及医院实际，成都

市多家医疗机构通过细化防控

流程，为人民群众就医创造了安

全环境。

1月 21日，在四川省中医

院入口，记者看到，《普通患者门

诊就诊流程图》《预检分诊流程

图》《门诊患者 “自愿核酸检测

告知书”》等展板整齐地立在显

眼处。“入院人员持有健康码、手

腕带、探视证、微信挂号页面、病

情承诺书其中之一，即可快速通

过预检分诊验证通道。”医院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对单独前来医

院的不熟悉手机操作的老年人

或者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相

关工作人员会提供贴心服务，帮

助 老人做流行病学调查，不让

一位患者因为调查健康状态工

作无法入院治疗。

记者了解到，该医院还对普

通患者门诊就诊流程做了详细

指引，在一级分诊环节，医院工

作人员会再次询问患者流行病

学史，并测量体温。“凡是体温大

于或等于 37.3益、有流行病学史

的患者，会由护士从门诊大厅外

规定路线带到发热门诊。”医院

工作人员说道。

不仅是门诊部通过每一个

科学流程筑牢了疫情防控网，医

院住院部更是在疫情防控上做

出了更严格规定。在温江区人民

医院住院部，工作人员除了要求

进入人员出示健康码、进行体温

检测外，还要求进入人员必须出

示本院职工工作证、陪护证、病

人腕带、核酸证明等相关证件，

“住院部作为防疫重点区域，医

院对住院部做出了更加严格的

管理规定。”

在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

为了做到疫情防控零遗漏，医院

在每一个独立医疗区域设置了

体温、健康码检查关口。

春节将至，成都市区各大酒

店将迎来入住高峰期，1 月 11

日，记者实地探访了新华宾馆、锦

江宾馆和岷山饭店等地。

在岷山饭店门口，记者看到，

前来办理入住的客人都佩戴口

罩，并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

码，随后有工作人员用立式额温

枪对入住客人进行体温检测。

“酒店内严格执行防疫防控

程序，当客人办理酒店入住时，还

要进行信息登记。酒店各层各房

间都有专门的保洁人员进行消

毒，特别是门把手、电梯按钮这种

密切接触的地方，会经常进行消

毒和清洁，每一两个小时还会对

酒店大堂以及门口区域无死角地

进行消毒。”酒店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您好，麻烦出示一下您的

健康码。”到达新华宾馆大门

前，酒店工作人员向记者提示，

进入宾馆前需要佩戴口罩，出

示健康码，随即测量体温，完成

上述程序之后才能进入酒店办

理入住。

在锦江宾馆，记者也看到该

宾馆工作人员要求入住客人佩戴

口罩，出示健康码，酒店大门口设

置了可视化智能红外仪器来测试

体温，来往酒店的客人体温测试

正常才可进入。

另外，记者还发现部分酒店

为应对突发事件，单独设有隔离

房间，如客人出现发热症状，酒店

会紧急处理。

近期，国内多地出现多点、零星、散发病例，个别地区突发聚集性疫情，加之春节将至，疫情防控形势趋于复杂。医院、地铁、大型超市等人员密集型
场所是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报记者于 1月 11 日至 17 日走访了成都市的酒店、校外培训场所、博物馆、超市、菜市场等地，看到市内公共场所正全力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精准布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措施，筑牢冬春季和春节期间疫情防控的严密防线，让市民安心过春节。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一米线、用公筷等良好卫生习惯。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打好这场疫情防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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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防护温馨提示
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酒店

1月 13日，记者来到新东方

八宝街校区看到，门口张贴着“今

日校区已消毒”的提示，校区前台

的桌子上还贴有“新冠肺炎预防

小贴士”。手机出示健康码、测体

温，熟练地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后，

丁女士上初中的女儿进入了教学

区。“自从线下课程恢复后，校区

就要求全程佩戴口罩。”丁女士对

校区防疫措施比较放心，她告诉

记者，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家长

来接送不能长时间逗留，也不能

进入教学区。

“家长们即送（接）即走，不能

入校。保持距离、不扎堆、不聚

集。”校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

于每周五集中在晚上上课，所以

校区会实行错峰放学，而周六周

天，当堂老师会在各自下课时间

带队等候家长，见到家长才会放

行。据新东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做好防疫工作，应对突发事件，校

区对老师及工作人员进行了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各校区也单独设

有隔离的教室，如果有学生出现

发热症状，整个校区的学生、教师

都必须在各自的教室，等待发热

学生检查结果。

与新东方八宝街校区的情况

一样，学大教育双楠校区也同样

严格遵守防疫要求。“学生进门必

须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测体

温、登记信息。”学大教育双楠校

区的王老师告诉记者，校区每天

早上会全方位消毒，确保校区师

生安全。

疫情期间，运动与防护又如

何兼顾？成华区一家舞蹈工作室

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疫情尚未过

去，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工作室积

极抗击疫情，做好防疫工作，包括

每天进行消毒工作，配备相关防

疫物资等。同时，家长接送学生途

中要求全程佩戴口罩，到工作室

后，应在外等待不能进入教学

区。”

校外培训机构

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