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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23日
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实施实施““红色引擎工程红色引擎工程””凝聚抗疫磅礴力量凝聚抗疫磅礴力量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这是你的物资，我放在楼道口，取
时注意通风消毒。”22 日上午，随城云湖
佳苑小区华大物业公司员工王和平给住
户打电话叮嘱。

该小区是城南新区集中还建小区，
疫情防控情况复杂。华大物业公司作为
城南新区“红色物业”首批单位之一，自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积极发挥“红色
物业”作用，深入开展联防联控、群防群
控工作，发挥了小区第一道防线作用。

该小区物业公司积极发动各楼栋

长、党员志愿者配合社区、物业工作人
员织密防控网络，为居民生命健康安全
保驾护航。2月初，华大物业公司对小区
各出入口设置路障、临时围墙、挡板等，
进行封闭管控，保留小区一个出入口作
为生命通道，由物业工作人员与党员志
愿者组成 12人的值守专班，对该通道进
行 24 小时值守管控，严格落实管控措
施，对出入人员查看“两证”、监测体温、
消毒防疫、登记管理，有效阻断传染源。
同时，组织人员全力协助社区开展信息

摸排、居民健康大调查，对“四类人员”信息
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账，第一时间向社区
报告。宣传发动小区居民自主在全民健康
平台和 12345 热线进行自查自报。已对排
查到的线索、对象，对返随人员等情况进行
分类建档，跟踪管理。

“利用小区业主 QQ 群、微信群等多种
平台，积极传递防疫‘最强音’。”物业公司
负责人黄洪军说，“加强区域内卫生管理和
消毒，增设废弃口罩专用垃圾箱，避免二次
污染，让居民安心、放心、舒心。”

把管控工作做实，把服务工作做细。华
大物业公司制定了小区物资配送方案，由
物业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组成配送专
班，每两天集中为居民代购各类生活物资，
在空旷区域对物资进行间隔摆放，提前消
毒，附上清单供居民们核对，维护秩序引导
居民领取。红色物业华大公司连日来的防
疫工作得到了居民们的一致好评。

党建引领全员抗疫，“红色物业”以实际
行动践行着责任和担当，筑起疫情防控的“温
暖防线”，成为了居民们的忠诚守护者。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我申请加入疫情防
控志愿者队伍。”“隔离点还缺人，你愿意去吗？”“好！”

一句话、一个字，如此坚定！疫情当前，曾都区东城办事处
有着多年党龄的退伍老兵胡小勇毅然奔赴隔离点，果敢做了
一名“逆行者”。

2月 12日晚，胡小勇看到东城办事处发布的《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的倡议书》后，就果断打电话报了名。14 日一早，简单
地吃罢早餐，在妻儿的担心和不舍中，胡小勇来到某酒店隔离
点，开启了连续奋战模式，一直鏖战至今。

每天 8时到 22时，胡小勇将自己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穿
着厚重的防护服，送餐、发放安全提示和入住须知、清收垃圾、

清洁地面、走廊楼道消毒、酒店大门执勤值守，有时还需
要和隔离的居民聊上几句，安抚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连续不停奔走，多数时候，胡小勇都是汗水浸透衣裳，嘴
唇也干裂起皮，但是因穿脱防护服不方便，他却不愿意
多喝一口水。“一线医护人员更辛苦，跟他们相比，我这
点工作量根本不算什么。”胡小勇说。

问及当时为什么不假思索就做出选择，胡小勇说：
“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作为共产党员，组织有号
召，我就应该站出来。”在平淡质朴的话语背后，胡小勇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退伍军人
的责任担当和精神境界。

2 月 21 日，是市商务局
干部张晓东在随县安居茶
庵 路 口 防 控 值 守 的 第 26
天。就在当天下午，他的母
亲病逝。忍痛简单处理完
母亲后事，他立即要求返回
疫情防控一线。

1 月 24 日，市委组织部
发出“党员要在疫情防控中
亮身份、当先锋、作表率”的
号召，张晓东第一时间在单
位报名参加，成为市直单位
第一批防控维稳突击队员，
到安居茶庵路口值守，开展
交通管控、疫情检测、车辆
劝返工作。

他在岗位上认真负责从
不懈怠，始终冲在防疫工作的
最前沿，每日检测进出卡口人
员的体温，登记往来人员车辆
信息，开展宣传劝导，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以赴。

而鲜有人知的是，他的
母亲年老体弱，从 1 月 25 日

就病重卧床，2 月 18 日转入市中医院住院治
疗。他总是利用轮班的休息时间，全力在医院
照顾母亲，经常整宿不能睡觉。但他一直任劳
任怨，从未因此耽误工作，也未向任何人提起此
事。

21日，张晓东跟往常一样在卡口值守。14:
30 左右，他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说母亲病
危。不得已，他向一起执勤的同事说明情况，立
即赶往医院。去医院的途中，他就接到母亲病
逝的消息，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母亲永远闭上了眼睛，只留下悲伤和遗
憾。面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张晓东强
忍悲痛，说服兄弟和亲属丧事从简，当晚就把母
亲送到殡仪馆，匆匆办完了丧事。“听说张晓东
的情况，我们都很震惊，他每天都在一线，从来
没有对我们说过这件事。”和他一起值守的市工
商联副主席袁轶昌说。

22 日，张晓东轮休，领导和同事们劝他在
家多休息调整几天，但他心意已决：“不用麻烦
大家替岗，就按照排班表来，我随时可以上！”

虽然悲痛在心，但责任在肩，张晓东用“大
孝”告慰着逝去的母亲。他说：“一切以大局为
重，母亲若有知，也会要求我这样做的。”

“妈，一会儿我把娃子送到
你那儿去。”“怎么今天就送来？
不是说除夕来过年么！”“不行！
我刚接到通知，要去抗疫一线
增援。”

1月 23日（农历腊月廿九）
下午，曾都区南郊卫生院职工
王梓急匆匆给他母亲打电话。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打响以来，原本就缺救护车
司机的曾都区洛阳镇卫生院，
急救任务变得更加繁重。1 月
23 日，曾在洛阳卫生院担任过
救护车驾驶员的王梓，接到曾
都区卫健局的紧急通知：暂停
现单位的工作，立即支援洛阳
镇卫生院，担任转运发热病人
和应急防控物资（严密包装）的
救护车司机。

自当日开始，他来回穿梭
于随州城区和洛阳镇之间。

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设施
简陋，没有负压隔离传染的功
能，个人防护稍有不当，就有被
病毒感染的危险，但责任在肩，
王梓没有顾忌这些。

1 月 24 日上午 9 时，1 名患

者需立即送至曾都医院进一步
检查。王梓立即启程，送达后又
是帮忙排队检查，又是当导医，
直到病人入院留观后才返回。
当日，他转送患者 2 名，一直忙
到深夜，才向同样战斗在抗疫
一线的父亲、妻子逐一打电话
报平安。据了解，王梓的妻子是
北郊卫生院一名护士，父亲为
洛阳镇君子山村驻村第一书
记。一家五口有三人奋战在抗
疫一线，2 岁的孩子交由母亲
照顾。

除了转运病人，王梓还要
承担应急防控物资转运工作。
许多时候，忙到夜半还不能下
班，加班的饭菜基本上就是泡
面加火腿肠。2 月 6 日下午，他
因长期奋战过度劳累致腰椎病
复发，在洛阳镇卫生院疼痛康
复科接受治疗。2 月 7 日，他又
回到了工作岗位。

王梓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在疫情面前，在社会需要的时
候，他无所畏惧，冲锋在前，用
实实在在的行动，接受党组织的
考验，诠释对党的热爱和向往。

“别担心我，等到疫情结
束，我一定隆重地举办一个仪
式来迎娶你！”2 月 20 日晚上，
广水市二医院感染二病区医生
孙军发信息安慰未婚妻。

原准备 2 月 5 日和同样是
医生的未婚妻举办婚礼的孙
军，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
计划。疫情就是命令，得知疫情
暴发，该院心血管内分泌内科
医生孙军立即和未婚妻商定取
消婚假和结婚仪式，第一时间
写下请战书。

面对疫情蔓延的严峻形
势，该院紧急增设感染二病区，
并安排孙军到感染二病区参加
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

时至今日，他已在一线阵
地连续奋战了 20 多天，白天一
工作就是 7 个多小时，晚上基
本上是一通宵。为了节省防护
服，他不敢喝水，渴了只能忍
着。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
面屏，时间久了就会出现缺氧、
头晕的现象。他说，这些都不可
怕、都可以克服，最怕的就是身

体突然不舒服。
有一次上白班，他突然感

到腹痛，但他硬是撑着上了一
整天的班。他深知，抗疫就是
打仗，绝不能轻伤就下火线，
病区里还有 20 多名患者需要
治疗，整个病区才 4个医生，他
退下了，其余 3 个人岂不是压
力更大了！下班后他才去做检
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医生
要求他住院治疗，他果断地拒
绝了，选择边打针保守治疗，
边继续坚持工作。他说：“虽然
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但支
撑我的信念只有一个，那就是
救治病人，让患者早日康复。”
他管床的病患中有一对夫妻，
经过 10 余天的精心治疗和细
心护理，终于治愈出院了，出
院时对他精湛的医术、医者的
仁心赞不绝口。

抗疫期间，孙军郑重地向
院党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因
表现突出，组织批准了他的入
党申请，他成为该市首批防控
一线入党的人员之一。

随州日报通讯员 刘小斌 程丽娜

推迟婚期抗疫
轻伤不下火线

随州日报通讯员 任绍海 江作云

在战“疫”中接受组织考验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包东流 通讯员 张艳

“红色物业”筑起“温暖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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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县厉山镇强化城镇社区人口稠密区域疫情管控。图为该镇炎帝社区新厉山五区卡口联合执勤队员对外出人员测量
体温、登录信息。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李文军、通讯员龚承斌摄)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刘诗诗 通讯员 徐唯智

“组织有号召，我就站出来！”

“我从广西拉了一车砂糖橘，在
何店高速路口被拦下，需要开通行证
才能进城。”“马上给你办理通行证，
迅速卸货，并在规定时间内离开随
州。”2 月 21 日，在曾都区商务局副局
长李丽平办公室，一水果经营户拿到
通行证后迅速离开。

李丽平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不
时还有商户送审批资料过来。“这段
时间咨询经营手续的比较多。”李丽
平介绍，为保障居民生活物资正常供
应，区商务局组织了大润发、永辉、银

泰、中百、顺泰等 5 家大型商超组织
货源，同时还联系了润东、添程、开心
农场等 11 家电商配送公司，于 2 月 8
日启动居民生活物资配送工作。

多发出一张通行证就意味着社
会上增加一个人流动，社会就多了一
份风险。为了把握这个平衡点，区商
务局根据城区人口测算所需工作人
员和车辆，同时还结合各商户每天经
营情况合理派发通行证，确保每个家
庭至少 3 天可以配送一次物资，外地
运输物资的车辆限定时间离开，在满

足需求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人员、车
辆流动。

“目前供应比较充足，除蔬菜由
于运输、人工等原因价格略有上涨
外，其他物资总体价格平稳，供应充
足，请市民放心。”李丽平表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需求也在
逐渐发生变化，需求已经由蔬菜增加
到米面油，现在对洗护用品、婴幼儿
食品、水果、肉蛋奶、瓶装燃气等需求
也开始增加了。

李丽平介绍，经过前期探索和磨
合，目前配送的方式保障生活所需已
经不成问题，马上还准备推出 13 种
线上购物方式，在满足基本需求的
同时最大程度满足居民差异化的需
求。

“我志愿，我帮忙；我奉献，我心
安！”这个春节以来，在广水市吴店镇
楼子湾村，活跃着一批疫情防控志愿
者，他们以新时代“逆行者”的姿态，
用自己的辛苦，换来村民的平安。他
们身上的红马褂，成为大山深处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

“雷书记，你们天天搞疫情防控
这么忙，我想到村里做志愿者，帮着
做点事。”这是 1 月 31 日该村党支部
书记雷先国接到的第四个村民要求
做志愿者的电话。

闻听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大家踊
跃报名。他们一个口罩、一件红马褂
就披甲上阵了，守路口、入户健康调
查、排查、代购生活物资……志愿者
汤楚湘、黄勇把自家的笔记本电脑拿

过来，分类录入调查信息。仅仅一天
的时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该村完
成了辖区内 255户 957人的居民健康
调查信息。

疫情防控最缺的是口罩等防控
物资。志愿者雷利根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他自己出钱，托人购买了 1000
个口罩，捐献给村里。在他的带动下，
村爱心人士纷纷通过微信向村里捐
款，共捐款近 6000元，购买了 3000个
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

志愿者沈宪斌和沈鑫洲父子齐

上阵。“年轻人要多锻炼，要有社会责
任感。”这是沈宪斌让正在上大学的
19 岁儿子来村当志愿者的理由。他
们的工作是负责守护一个路口。沈宪
斌看到村代购员太辛苦，一个人忙不
过来，便主动请缨，帮助采购，经常忙
到晚上 11点才回家。

刘汉洲与黄勇是甥舅关系，舅舅
黄勇忙碌的身影感染了他。正在读大
学的他也要求来村做志愿者，主动承
担村主要路口的值守任务。为了不影
响学业，刘汉洲把课桌搬到值守路

口，边学习边值守。
汤少杰是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

已年过半百。他和志愿者邢银光、刘
新中每天像钉子一样“钉”在新村路
口。这里情况最复杂，有三分之一的
村民要从该路口出入，村口开了一家
便利店，平时人们都习惯在便利店前
聚集，拉家常。

楼子湾村疫情防控志愿者的行
动影响到邻村。邻村在校大学生黄珊
不顾父母反对找到雷先国，要求加入
楼子湾村疫情防控志愿者。到目前，
楼子湾村疫情防控志愿者已达 13
名。志愿者的参与，充实了村疫情防
控队伍，增强了村疫情防控战斗力，
村疫情防控做到了不漏一户、不落一
人。

随州日报通讯员 王兴荣

我志愿 我帮忙

截至 2020 年 2 月 21 日 24:00，我市
现有疑似病例 71 例，其中曾都区 22 例、
广水市 27 例、随县 9 例、随州高新区 12
例、大洪山 1 例。累计确诊病例 1296 例
(新增确诊病例 4 例),其中曾都区 616 例
(新增确诊病例 1例)、广水市 392例(新增
确诊病例 1 例)、随县 184 例(新增确诊病
例 2 例)、随州高新区 98 例、大洪山 6 例;
重症 25 例,危重症 22 例，累计治愈 443
例，累计死亡 29 例。密切接触者按要求

接受医学观察，疑似病例相关流行病学
调查正在深入进行。

我市已按照《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
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一)、(二)、(三)、(四)、(五)、(六)版要求,对
相关病例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诊断救
治。

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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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保供应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王全明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通

讯员朱德国）2 月 21 日上午，随州城区
解放路银泰新世纪购物中心对面的流
动献血车上，来了一位特殊的献血者。

这位献血者是新冠肺炎康复者夏
洪敏。1 月 21 日，她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病例。经过 14天的治疗，夏洪敏于 2月 4
日康复出院。

2 月 20 日，夏洪敏接到市中心血站
的电话，询问是否愿意捐献血浆。“当时
没有多想，一口就答应了。”夏洪敏说，

“在我生病住院期间，医生护士对我无
微不至地治疗和照顾，让我顺利康复。
现在能够为抗击疫情作点贡献，挽救他

人的生命，我义不容辞。”
21 日上午 8 时许，在市中心血站工

作人员的陪同下，夏洪敏来到解放路流
动献血车，成功捐献血浆 200ml。市中心
血站副站长吴大奎表示：“非常感谢夏
女士无私的捐献。在这里我们也呼吁，
希望更多的新冠肺炎康复者能站出来
捐献血浆，挽救更多的生命。”

据介绍，正常人群感染新冠病毒
后，通过人体免疫系统产生针对该病毒
的抗体，反过来消灭该病毒，这些抗体
能在体内持续较长时间，且对临床患者
有一定疗效。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
布了《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的通知》，明
确对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疗可采用恢
复期血浆治疗。因此康复者血浆不管是
直接用于临床救治，还是制备成新冠特
异性免疫球蛋白都将有助于患者的早
日康复。

在采访中了解到，受多重因素影
响，目前我市临床普通用血十分紧缺。
市中心血站站长王君道呼吁：“为了挽
救其他急需输血病患的生命，希望广大
健康适龄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
来，可打电话 3311706 或者 3317310 预
约献血，中心血站将派专车接送献血
者。”

我市新冠肺炎康复者首次捐献血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