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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管鹏飞 朱泉

“相北村的第二辆车可以出发
了。”

“请志愿者安排西江村完成接种
的村民上车，3分钟后发车。”

“司机师傅，麻烦请掉头，这边靠
边停车。”

8月8日，在南京市高淳区砖墙镇
中心卫生院疫苗接种点，一个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正顶着烈日对疫苗接种人
员车辆进行调度。他是陈振飞，砖墙镇
优秀共产党员、退伍军人、砖墙镇环境
保护办公室副主任。

“送走”西江村疫苗接种车辆，陈
振飞立马通过微信群与相北村的志愿
者联系，10 分钟后，乘载 20 名相北村
村民的疫苗接种车辆到达现场，他立
刻引导车辆停靠在指定下车点。与随
车志愿者对接好时间、人数后，立即安
排村民保持“一米距离”有序下车，完
成疫苗接种。

在顺利完成上午工作后，陈振飞
利用午休时间，赶往西江村农村生活
污水管网改造提升施工现场，与施工
人员进一步对接水管铺设等方面的工
作。作为砖墙镇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项目之一，该项目能有效
解决村民们生活污水排放问题，改善
农村环境。

“目前，我们镇上正在实施农村生
活污水管网改造提升，总共涉及19个
自然村，目前已经有 9 个自然村在施
工了，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志愿者的
同时，也要确保工程保质保量完成。”
陈振飞说。当天下午1:20左右，陈振
飞又马不停蹄地返回疫苗接种点，继
续下午的车辆调度。

自 7 月 21 日以来，在砖墙镇 4 轮
核酸检测采样现场、在疫苗接种服务
点位、在重点项目跟进过程中，陈振飞
忙碌的身影从未停歇。“只要有需要，
我就肯定在”，陈振飞这样践行一名共
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只要有需要，我就肯定在”

战疫“志愿 ”红红

□ 本报记者 陈明慧 陈珺璐

轻伤不下“疫”线

“快打开防护服，抬到楼下阴凉
处！”8 月 2 日清晨 8 时许，南京市公安
局玄武分局机关党员突击队民警杨金
宝，在南京市胜利村 100 号封控区域
内开展核酸检测采样的安全保障工作
时，突然晕倒在工作现场。

“送到医院时，老杨的脸和身子煞
白。抢救 1 小时后，才逐渐恢复了意
识。”同是机关党员突击队成员的玄武
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教导员陈健，回忆起
当时的情形仍心有余悸。去年疫情期
间，有着 30 年党龄的杨金宝就连续坚
守在社区防控点。8 月 1 日下午，因前
期出差办案而居家隔离的杨金宝健康
码刚刚转绿，又一次主动申请到疫情防
控一线。“他的脾气我知道，再苦再累也
要跟同事一起战斗。”一直守候在抢救
室外的杨金宝妻子说，“居家隔离期间，
老杨就多次申请返岗，如果身体恢复
好，他肯定还会继续申请到一线。”

“水可以少喝点，饭可以少吃顿，
但岗位我一定守好！”接到指令，南京
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禄口派出所中队长
黄光新第一时间带领 60 名警力赶赴
疫情区域，配合社区工作人员严格落
实隔离封控措施。

黄光新穿着闷热的防护服，一边维
持现场秩序，一边反复对居民进行解
释、劝导、安抚，为医务人员核酸检测全
力做好秩序维护。考虑到警力紧张，他
总是提前半天控制喝水量，同时，将饭
点推迟，防护服一穿就是十几个小时。

“鞋不是铁打的，但我们是！”

“我是一名有 34 年党龄的党员，
我申请参加隔离点的安全保卫工作。
请把最艰苦的岗位留给我！”这份请战
书，来自盱眙县公安局盱城派出所 55
岁民警杜成广。在疫情防控最严峻
时，杜成广第一个写下请战书、按下红
手印，坚决要求到最危险、最辛苦的隔
离观察点去值守。

杜成广值守的隔离宾馆共有 94
个房间，最高峰时住了 110 余人。因
为人手紧缺，杜成广不得不承担多项
工作，宾馆内部巡检、日常消毒、隔离
人员饮食服务⋯⋯一天转下来，有腰
肌劳损和胆结石毛病的他，靠吃辣酱
来压一压疼痛。

“亲爱的，抱歉，我们的婚礼又要
推迟了。”7 月 28 日晚 10 时，满怀愧疚
的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石桥派出所
民警张润杰将这条微信发到妻子的手
机上。去年就领证的小两口，原本打
算今年 9 月办婚礼。石桥派出所辖区
内山西村地处苏皖两省交界，省际卡
点车流多，管控难度大。作为所里疫
情防控青年突击队队长，张润杰主动
请缨，每天在省际卡口值守 12 个小
时。烈日曝晒下，一身警服被汗水浸
透，乳胶手套下不断有水珠渗出。“战
疫胜利，就是我和妻子最想要的新婚
礼物。”

与病毒赛跑，与高温作战。8 月 2
日中午，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新北
大队七中队民警陈铭辉执勤时，突然
感到脚底发烫。仔细一看，原来是地
面高温将鞋底烫化了。“鞋不是铁打

的，但我们是！”在地表温度直逼 60
摄氏度的高温下，无数公安民警坚守
在最前线。

站好最后一班岗

“退休不褪色，抗疫不缺席。”8 月
4 日，从警 37 年的扬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徐建峰正式退休。
从前一天 22 时到 4 日 7 时，他站好最
后一班岗，查验车辆百余辆。

交接完工作后，脱下蓝警服、本该
回家休整的徐建峰，4 日中午，又换上

“红马甲”，快速切换身份角色，作为志
愿者来到扬州汤汪收费站查验点继续
坚守。

作为进出扬州城的重要通道，汤
汪收费站查验点是防疫物资、民生物
资进入扬州市区的主要卡口。“多一个
人多一分力量。每一辆车、每一个人，
都要严格检查、登记，坚决守好这扇
门。”徐建峰说，查验点的工作，要快要
准，还不能出任何差错，“就是在这里
帮忙递个笔我都觉得踏实！”

扬州交警支队机动大队大队长郑
勇说，包括徐建峰在内的机动大队 7
名临近退休的老民警，自发成立“青松
突击队”，提交请战书，主动要求到抗
疫第一线。

守住一道关，护好一城人。“谢谢
您的配合，记得戴好口罩。”“请出示您
的健康码、行程码。”自接到防疫工作
指令后，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兴化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一级警长彭
国平毅然选择奔赴防疫一线，“虽然还
有 6 天就退休了，但是卡口任务重，我
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 本报记者 李 源

当前，扬州疫情防控工作已经
到了最吃紧、最关键的时刻，千家万
户的楼道口成为疫情防控的最前沿
阵地。守住“楼道口”，党员干部是
主力军。8 月 1 日起，扬州组织市级
机关部门（单位）及下属企事业单位
除一线抗疫人员、值班人员、居家隔
离人员外的工作人员，下沉社区，缓
解 基 层 工 作 压 力 。 另 外 ，县（市、
区）、功能区已下派县级机关党员志
愿者6800多名。8月4日，扬州市委
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
发出抗疫动员令，号召大家坚决在
重大斗争和考验面前站出来、豁出
去。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纷纷响应，
加入抗疫志愿者队伍。

“您好！我们是社区防疫志愿
者，请问明天是否需要预定食材，有
什么需要我们帮忙采购的？”由邗江
区财政局、税务局、检察院、法院等机
关干部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每天向武
塘社区3561户被隔离的居民挨个打
电话询问订餐需求。“社区联系了专
业食材配送公司，为大家提供蔬菜肉
类的代购配送服务。”社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小区封闭管理后，生活物资
保障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社区准
备了A、B两种套餐，均为50元。

“对有用药需求的家庭，我们有
志愿者代为跑腿购药。”社区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四季园周边的药店已
经全部关闭，志愿者每天收集用药

需求，到附近药房购买。对于确实
需要就医的居民，他们也将根据程
序，护送其到医院进行治疗。

8 月 7 日下午 4 时 30 分，家住广
陵区东关街道彩衣街社区北柳苑小
区3号楼的吴阿姨，接到志愿者配送
生活物资的电话通知。领取物资时
她惊喜地发现，当天多了一份特殊的
礼物——一个西瓜。吴阿姨激动地
说：“今年立秋的西瓜会更甜。”

目前，北柳苑小区3号、4号、5号
楼实行封闭管理，为保障 21 户 60 名
居民的日常生活，减轻社区志愿者工
作压力，扬州市委办、广陵区委办联
合抽调 12 名党员干部，组建了一支

“党员突击队”，24 小时驻扎小区，为
封闭楼栋的居民提供各类服务。

“服务跟上了，居民‘足不出户’
也能安心舒心。”广陵区委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牛永生说，市级机关部门
和广陵区委积极推动党员干部全面
下沉一线，对封闭小区实行“一对
一”定点支援，按照“1+1+2”模式，明
确每个封闭小区有 1 名市级机关处
级干部总负责，区级机关和属地政
府各 1 名科级干部挂包，每个楼栋 2
名党员干部定点。

记者了解到，在扬州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统一安排下，目前已有数
万名各级党员干部快速响应、积极
参与，全区 25 个封闭小区都有党员
干部、党员志愿者全天候开展志愿
服务，为居民解决急事难事，提供各
类保障。

扬州党员干部下沉封闭小区——

守在“楼道口”，服务千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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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甜

8 月的午后，闷热感扑面而来。
南京市一处核酸检测采样点上，工作
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采样。消毒、
核对、取样⋯⋯一系列操作熟练而有
序。全副武装的他们，看不清面容，能
看到的，只有一双双明亮的眼睛。这
一双双眼睛，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
传递着坚定的信念，像星星一样闪烁
着动人的光芒。

7 月 21 日晚，随着微信群中一声
令下，吹响了战“疫”集结号，南京市职
业病防治院的党员干部和职工们纷纷
报名，“我是党员，我报名！”微信群一
直响个不停。十分钟不到，一支由 66
人组成的职防核酸检测采样志愿队集
结完毕。这支队伍的人数，超过了全
院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而队员中的
党员人数也占了近半。院党委迅速成
立临时党支部，把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筑在了战“疫”最前沿。

南京市鼓楼区一处核酸检测采样
点上，临时党支部书记兼核酸检测组
组长赵彤彤正紧张忙碌着，对每个采
样点的人员轮替、物资供给、防控情
况，她都要进行实时协调。“看着防护
面罩下一张张被汗水打湿的面孔，既
感动又心疼。可是为了减少市民等待
时间，没有一位队员申请提早换岗。”
赵彤彤的声音有些嘶哑，“这几天，我
听到队员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没关系，
我不累’。我知道，大家都选择了坚
守。”正是这样一种坚守，才让这支党
员先锋队，在过去 15 天里，完成了近
1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采样任务。

“请取下口罩、头往后仰、张嘴说
‘啊’⋯⋯”采集咽拭子的队员们不厌
其烦地提醒居民。烈日高温下，那一
双双眼睛被防护面罩上的水汽遮挡，
让人甚至看不清他们的模样。可是，
超声医师段唯 5 岁的儿子文文却一眼
认出了新闻照片里的妈妈。“这是我妈
妈的眼睛！妈妈很勇敢，她去打病毒
了！我也很勇敢，每次做核酸都不怕，
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父母很支持我。爸爸对我说，疫
情当下，这是你的职责所在。无论去
哪里我们都支持你，保护好自己，要对
自己有信心！”放射科医师徐萍眼神坚
定地说，“作为一名生在和平年代的医
生党员，在国家有难时发自内心想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想给孩子做一
个榜样。”

而孩子们在得知爸妈即将奔赴前
线抗疫时，都仿佛在一夜间长大。有
的许下愿望，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医
生。有的则安慰妈妈，你放心去吧，我
能自己热饭照顾自己。有的则十分关
切，提醒父母保护好自己。而有的孩
子什么也没说，却在妈妈深夜回到家
后，紧紧地抱住她。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年轻党
员季晓庆医师在家人支持下报名核
酸检测采样工作。“印象最深的，应
该是当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拖着
疲惫的步伐走到家门口，看到小区
门口的采样点还灯火通明的时候，
顿时觉得我们还不是最累的。每一
个采样点，都有无数党员干部、公安
民 警、社 区 工 作 者、热 心 居 民 在 坚
守、日夜奋战。”

高温下身穿防护服坚守核酸检测采样点——

他们的眼睛，是最亮的星星

▶上接 1 版 当天下午参与扬州主城
区第三轮大规模核酸采样“扫尾”工
作，到此后全程参加第四轮与第五
轮核酸采样，这支 51 人的小分队已
完成样本采集逾 43000 人。而这 51
人的小分队还只是马益敏率队总人
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来自泰州市泰
兴、姜堰、兴化和靖江的援助医疗队
员共有 201 人。

马益敏还记得队员们刚到时所
见到的景象——一座常住人口 5.4 万
的乡镇，基本只能依靠乡卫生服务中
心极为有限的医生护士进行核酸采
集。“他们确实很辛苦，最早的两轮核
酸采样，几乎都是从早上 6 点半一直
忙到夜里 11 点甚至次日凌晨才能收
工。”当援助医疗队抵达时，乡里的医
护人员“真如见到救兵一样欢喜”。

“乡里心疼我们，早上 6 点半到 8
点之间还是他们原有的医护力量坚守
的，从 8 点到下午 4 点，这 8 小时全部
都由我们的51位医生护士包干，下午
4 点后，扬州苏北人民医院抽调来的
医护力量再同乡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
并肩作战。”马益敏说，就这样，汤汪乡
一共 5 个核酸采样点，每个点 6 个台
子，30张台子“齐头并进”。

在扬州光华佳苑 29 幢（万科）西
门广场核酸检测点，无锡市锡山人民
医院东亭分院的诸吴凯换下防护服
后，站在太阳下“烘干”身上被汗水浸
透的衣服：“刚才穿防护服的两个多
小时，流汗太多，我们领队不让立刻
吹空调！”一旁的领队周西瑛说，今
天 16 名医护人员预计要采集 8000
多个样本，但压力并不算大，“第四轮
的时候我们 16 个人被分往 5 个不同
的检测点，今天都在同一个检测点，

我们分组轮换上，更能高效运转。”

医护教师成了好“搭档”

早上 4 点半起床，5 点半出发，6
点准时开工⋯⋯下午 1 点半，张家港
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吴林玉才脱下防
护服，准备离开扬州金盛广场东门的
核酸检测点。她告诉记者，她和队友
8 人分两班次开展工作，今天的工作
井然有序，比前几轮更有效率。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排队的人开
始变少，社区人员便立马喊来一些在
家等候的人及时过来检测，“队伍始
终保持不长不短的状态，居民也淡定
很多。”离开检测点时，吴林玉看了看
手机，由张家港各家医院和苏州科技
城医院、高新区人民医院的 50 名同
仁共同组成的“新集体”，已经顺利完
成了23580份样本采集。

吴林玉表示，核酸采样能有这么
规范有序的运转效率，要感谢众多的
志愿者们，“现在志愿者跟我们一样
都是全副武装，戴着面罩还穿了防护
服。我问了下他们，竟然全是老师，
手机用得很溜，登记扫码很顺，还能
顺便帮忙安抚小朋友！没有他们，我
们绝对做不了那么多的工作。”吴林
玉告诉记者，天气酷热，志愿者们带
来了大冰块放在脚下，前后背也给挂
上了冰棍“织”成的“帘子”，风扇一
吹，清凉到心里。

扬州绿园社区振兴花园学校的
核酸检测点在开阔的操场上。中午
12 点，附近居民戴着口罩、踩着脚下
黄线有序向前，彼此始终保持 2 米左
右的距离。14 位来自镇江的医护人
员分两班次在这里开展检测采样。

“每栋楼居民都由党员志愿者召集，

分不同时段过来，避免了聚集。”绿园
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洪英站在检测点，
还撑着拐杖。面对记者询问，洪英
说，“前段时间运送物资不小心踩空
了，现在我主要负责后勤了。”即便
如此，洪英还是保持连轴转的工作状
态，一直在现场帮志愿者协调解决问
题。在核酸检测棚后面，她无意间瞄
到刚做完核酸检测的丈夫和女儿，一
周没见，她惊喜地喊了一声，招了招
手却并没有上前。

检测点外，扬子津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陈佳小跑着去“喊楼”。“虽然每个
单元都有检测时间点，但居民可能会
忘记，我们要保证一个不漏地及时完
成。”陈佳说，早上医护人员提前半小
时就开始工作，截至中午，点位已经完
成了 4540 份核酸样本的采集。“下午
人员安排略少些，我们请部分医护人
员为小区里 20 个特殊情况的居民进
行上门检测。”下午 3 点半，陈佳发来
信息，绿园社区第五轮检测已经完成，
比第四轮检测提速一个半小时。

“现在测核酸比以前快得多了，
差不多15到20分钟搞定。”市民何玥
竖起了大拇指，“第一轮的时候我排
队排了一个半小时，现在真是越做越
快、越做越好了。这也离不开社区工
作者的精心安排。”

“双向奔赴”的爱让配合更默契

9日早上5点半开始装冰块，6点
出发，直到下午 2 点，90 后志愿者宰
刘剑奔走了 17 个点运送冰块。“我们
15 个人 6 辆车，总共给 53 个核酸检
测点运送了 500 个大冰块。”记者看
到宰刘剑时，他正将一块 80 斤重的
冰块运下车，手脚上都有些碰伤的痕

迹。除了运送冰块，用冰棍做医护
“寒冰铠甲”的点子也是他想出来的，
“用胶带把冰棍粘起来绑在身上，降
温效果得到了医护人员的一致肯
定。”宰刘剑说，他从事食品行业，因
为疫情，他所供货的门店基本都停业
了，不如为医护人员做点事情，让扬
州早点好起来。

在邗江区新盛街道新悦社区核
酸检测现场，记者注意到，不少前来
测核酸的居民手里都拎着个塑料袋，
里面装着冰袋。“给医护人员和志愿
者降暑用的！昨天晚上物业在群里
问谁家有冰袋，大家纷纷举手。考虑
到冰袋过几个小时就没效果了，所以
我们特地分批带。他们都是挺身而
出守护这座城市的英雄，我们为他们
做些小事儿应该的。”家住华鼎星城
的扬州市民王德强告诉记者。“双向
奔赴”的爱，让医护人员与市民心连
心，相互体谅、相互支持。

从第三轮检测到第五轮检测，扬
州团市委书记滕蔓发现社区的组织
更有序了，采样医护人员与志愿者、
市民之间的配合更默契了，机关干部
与基层工作者之间更团结了。

“刚开始，社区只是发一个统一
的通知，告诉居民要测核酸，但没有
系统的规划和安排，后来开始分小
区、分楼栋，越来越细致。”滕蔓说，同
时，志愿者对采集系统的熟练程度提
高了，真正成了医护人员的好帮手。

10小时采集样本120万份

全省公安民警辅警筑起防疫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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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出入口、核酸检测点、疫苗接种区……连日来，全省公安机关的

民警辅警始终冲在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第一线，筑起一道坚实的

防疫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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