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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天24小时值守，真的很辛
苦！”2月24日，东洲大厦居民、新动力发
型工作室老板曹静文，义务帮金投集团东
洲小区防控工作队值守人员理发时说。

连日来，为感谢金投集团防控工作人
员的日夜坚守，东洲小区居民纷纷展示各
自的手艺，想方设法“慰问”在此开展疫情
防控的工作人员。

“这是我做的青椒肉丝和辣椒炒鸡
蛋，带来给你们加餐！”2月23日，东洲小
区5栋1单元301室居民罗元珍，将自己
做的菜送到金投集团东洲小区工作队值
守人员手中。

2月19日，东洲小区1栋3单元401
室邱胜兰带着100多个刚出锅的鲜肉包，
来到小区值守帐篷里，送给金投集团东洲
小区工作队值守人员。

邱胜兰介绍，这100多个鲜肉包能够
顺利制作，多亏了另外两户邻居的热心帮
助。当时，家里的面粉和猪肉所剩不多，
但疫情防控期间不便外出采购。小区定
点生活物资售卖超市老板得知后，当即拿
来了面粉和猪肉；由于包子多，邱胜兰家
里没有大蒸锅，楼上邻居立即为她送来一
口大蒸锅。

“居民们都很感谢值守人员，他们每天
上门测体温，还帮我们清理生活垃圾。这些
包子是我们的一点心意。”邱胜兰笑着说。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防控工作队耐
心细致地服务，获得东洲小区居民的赞许
和肯定，当前，温暖融洽的干群关系，让东
洲小区的疫情防控力量形成了一个整
体。截至2月25日，该小区无一例确诊
病例和疑似病例。

他们是派餐员！是搬运工！是采购员！是快递
员……赤壁疫情防控期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

“红马甲”涌动。他们是赤壁志愿者。
“一线医护人员那么辛苦，能让他们吃口热饭热

菜，也是应该的。”志愿者王珊焰说。
王珊焰是赤壁市一烧烤店老板，考虑到一线工

作人员的辛苦，她和几个志愿者一起，亲自为一线医
护人员做餐，并把餐送至医护人员手中，让医护人员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饭菜。多天
来，她每天送出的盒饭近百份，每天支出三四千元。

9日上午9时，河北硅谷化工有限公司援助给赤壁
的300余吨蔬菜已到赤壁。300余吨物资、10辆大卡
车，全部卸下来，这不是轻松的活。志愿者们分成三个
组，在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卡车前卸载不同的物资。

一天下来，56名志愿者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
个叫累。就算是女志愿者，她们丝毫没有示弱。志
愿者余巍说：“我现在浑身疼，可真的有成就感，可能
是我太久没有做事了，但我今后要尽自己最大的力

量去帮助别人。”
米袋子、菜篮子、油瓶子、药罐子、果盘子、气坛

子……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隔防的老百姓有何需
求，只需要在自己的小区群内申报，“红马甲”们就立
马开始行动。

理发师江梅清、胡绪淼在赤壁市志愿者协会的
安排下，走进一个个小区，为居民免费理发。连续六
七天，他们已经为千余名居民服务过，并且活动还在
持续中。

志愿者江梅清说：“我没有别的能奈，我也没能
在一线防疫，但我有理发的手艺，我可以通过为市民
理发的方式，为防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赤壁市几乎每个小区都有“红马甲”的身
影，他们在小区居民群中亮明自己的身份，自发践行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小区居民买米、购菜、买药
等，让小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物
资的需求，为赤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自己的
贡献。

志愿者在卸载援助物资志愿者在卸载援助物资

逆风流动的“红马甲”
○ 通讯员 胡新华

赤壁白衣天使用行动

书写大考答卷
本报讯 通讯员赤办报道：为了守护更多人的健康，他

们舍小家顾大家，夜以继日连续战“疫”，用不同的姿态，同
样的责任同时间赛跑、与死神拼搏，发挥火线上的中坚力量
作用，成为了这个冬天的“最美逆行者”。

赤壁市人民医院被确定为唯一救治定点医院后，全院
118名医护人员递交请战书，主动要求上一线。隔离一病
区副主任医师程玲，第一时间提议清空感染科作为隔离病
区，第一时间建议全院做好防护工作，多次超前提出合理化
建议。隔离十病区（重症）主治医师刘文，顾不上才几个月
大的小女儿，主动请战参与救治一线工作。随着重症、危重
症患者数量增多，他主动选择进入隔离重症ICU病区。主
管护师李康，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先后牵头做好隔离二区、
四区、十区（重症病区）护士站工作，为患者分诊救治打下坚
实基础。发热门诊主管护师胡燕，第一个穿上防护服进入
护士岗位，二十多天来，主动承担预检分诊、病例转送、患者
情绪安抚等工作，兢兢业业，毫无怨言。检验科技师陈贤，
兢兢业业做好采样工作，一连二十多天没有休息。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蒲纺医院作为赤壁市
首个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第一时间组织召开防控工作
专题部署会，以临床科室为基础组建6个感染隔离病区，全
院375名医护人员全力参与救治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赤壁市中医医院91名党员、373名在岗
职工全员上阵，认真做好医学观察、病例中医药治疗、发热病
人筛查流调和转诊、普通病人救治等九个方面的工作。在龙
佑隔离医学观察点，中医医院医疗队员们既是医务人员，又
身兼服务员、保洁员、宣传员、心理辅导员，并总结形成了密
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管理的赤壁模式。

市疾控中心检验科主任田炳秋，面对咽拭子样本采集
和运送这项危险级别极高的工作，他毫不畏惧，泰然处之，
已完成采集或运送咽拭子2023人份。市疾控中心退休职
工邓甘露，主动请战，在流调组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
作，每天穿梭于医院隔离病房和单位之间，二十多天，从没
有半句怨言。市血防专科医院内科医师李小争，得知成立
赤壁镇医学观察点医疗组的消息，主动报名请战，在做好医
学观察工作的同时，注重对留观人员进行心理辅导，还主动
承担送餐和垃圾清运工作。

面对疫情，该市医务工作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舍身
忘我，默默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
命、书写大考答卷。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武汉，

与武汉近在咫尺的赤壁，疫情防控形势异
常严峻。各赤壁商会、工商界企业家闻

“疫”而动，不遗余力，捐款捐物，献计出
力，倾情助力家乡疫情防控工作。

1月28日，宁波赤壁商会及时将一
批消毒液、检查手套和N95口罩运抵赤
壁，折合人民币约16万元。北京赤壁商
会会长龚呈伟，连夜驾车一千多公里，亲
自将一批价值20多万元的防护服、N95
口罩和手套等紧缺防护物资运抵赤壁。
上海咸宁商会、上海赤壁商会多渠道购
买，将价格约29万余元的医用物资，分4
批次快递至赤壁。

北京、上海、广东及赤壁市城市商
贸、赵李桥、官塘驿、神山等17个赤壁商
会也分别用捐款方式表达对家乡抗击疫

情的高度关切和大力支持。鹏利房产、
博伟置业、康华集团、凯利隆科、泽瀚实
业、湖北万通缘、盛百客等近30家工商企
业也纷纷捐款捐资，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北京立信会计事务所陈星辉先生高
度关注赤壁疫情，向赤壁捐款捐物达100
万元。湖北鹏利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企
业捐”带动“员工捐”，分2次捐款68万
元。北京赤壁商会、赤壁神山商会、湖北
博伟置业也分别捐资50万元。

一批批物资，一笔笔捐赠款，承载着
各赤壁商会、工商界企业家对家乡的一
份份沉甸甸的赤子之情，对赤壁的一片
片热乎乎的眷恋之情。目前，赤壁市已
收到各类捐款5000余万元及各类急需
医用物资，为该市有效遏制新冠疫情蔓
延做出了突出贡献。

防控工作推进到哪里，党组织就成
立到哪里，党员作用就发挥到哪里。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湖
北万通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发出
了党员参战的号召。面对接送确诊、疑
似病例和发热病人时的巨大风险，所有
党员没有点滴畏惧，丝毫退缩，第一时间

全部到岗。在支委会一班人带领下，当
天就组织营运车辆77台，并固定其中
18台专门听从120指挥中心和流调专
班指令。

在赤壁市雍景新城小区，由于居民
户数多、返乡人员多、管控难度大。赤壁
市人社局把“党建引领，群防群治”作为

法宝，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整合机关、社区、物业和居民党员成
立临时党支部。各方人员在临时党支部
统一领导调配下，设立了值守巡查配送
等五个组；同时，把小区划分为四个网格
进行管理，党员担任网格员，构建了“条
块结合”的立体管控体系。在“严格管

控、精细管理”下，做到了“服务暖心、居
民安心”，凸显抗“疫”一线临时党支部凝
聚党心不临时，发挥作用不临时，筑牢了
疫情防控的“红色堡垒”。

赤壁市在疫情防控一线成立临时党
组织531个，把“堡垒”建在最前沿，以战
时状态全面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有
序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线参与疫
情防控，团结带领群众构筑起疫情防控
人民防线。

防控小区的战斗堡垒

就地请战的“逆行者”

擦亮党员底色

筑起疫情阻击的“红色防线”
通讯员 张升明 宋勇华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赤壁市聚焦疫情“救治一线、防控一线、保障一
线”，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履职、主动担当，同时间赛跑、与
病魔较量，在防控一线亮身份、践初心、比作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彰显。

“我是一名护士，也是一名党员，申请加入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役之中……”正月初一早晨，赤壁市人民医院妇产
科护士张敏向医院提交请战书，申请到隔离区一线工作。

作为赤壁市定点救治医院，赤壁市人民医院党委第一
时间把党员干部组织起来，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防控工
作。160名党员同志们奋勇争先，挺身而出，主动参战。感
染科主任、共产党员张芳清不惧危险，带领感染科全员坚
守隔离病房，奋战在救治工作一线，用血肉之躯、无畏精神
构筑起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防护墙，被市民称赞为新
时代的“逆行者”。

“作为一名老党员，在这个非常时刻，我更应该冲锋在
前。”在丰乐街，市水务集团55岁的老党员李勇，已连续奋
战了二十多个通宵。在保障全市供水安全的前提下，市水
务集团43名党员主动请缨，参加15个小区和7个分布点
的防控任务，很多党员干部刚从防控岗位下班，又赶到供
水岗位上班，展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

疫情面前，赤壁市党员、干部奋勇争先，积极投身疫情
防控一线，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毫无怨言奋战在一线，自觉
接受党性锻炼和实践考验。

党旗下的红色力量

2月 24日，64岁的邹玉成戴着口
罩，穿着雨衣，身背几十斤重的喷雾药
箱，在赤壁市粮贸小区进行防疫消杀。
这位有着42年党龄的退休干部，退役军
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退役不褪色，党性
永在心的坚定初心。

早在2月1日，邹玉成就向组织提
出请战申请，要求到防控一线参加战

斗。但考虑到他年纪较大，组织没有同
意。但随着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邹玉
成心里更是着急。2月7日晚，邹玉成在
媒体上看见市委组织部发出的《关于号
召广大党员向村（社区）报到奋战在防疫
一线的倡议书》后，再次写下请战书，志
愿参加市文联包保小区的防控工作。这
次，组织同意了他的申请。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赤壁市自
1月23日就开始总动员，所有机关企事
业单位干部取消休假，113名离赤党员
干部克服多种困难第一时间重返工作岗
位。市直所有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
就地转化为防疫工作队，指导参与农村
疫情防控工作，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党
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蒲圻办事处华舟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金玲从腊月二十九开始始终战斗在抗击
疫情最前线，常常忙得整天顾不上吃饭，
有时晚上也只能休息二、三个小时，就连
自己奶奶去逝也无法去送最后一程。

支部就是战斗堡垒，党员就是旗帜先
锋。打赢疫情阻击战，赤壁市各级党组织
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一线、战
斗在一线，在一线擦亮党员底色，让坚强
的党性成为抗疫一线的中流砥柱，让党旗
在疫情防控斗争一线高高飘扬。

抗疫路上的不老先锋

倾力相助解难题
○ 通讯员 赤办

守望相助克时艰
○ 通讯员 王莹

本报讯 通讯员赤办报道：疫情发
生后，云南省第一时间抽调精兵强将，
组建医疗队，尽锐出征，先后2批次派遣
111名医护人员组成工作队，火速驰援
赤壁，以“成建制+X”模式（以云南专家
团队为主导，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全面
配合）接管赤壁市人民医院重症病区，
集中开展重症患者和危重症患者的救
治工作，与赤壁人民手牵手、肩并肩，打
响了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赤壁之
战”。短短26天，医疗队已累计诊治新
冠肺炎患者168人，护理患者170人，出
院31人，培训医务人员250多人次。

作为第一批援助赤壁医疗队队长，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主任
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万人计
划—“名医”、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段
林灿临危受命，担任赤壁市新冠肺救治
联合专家组组长，已组织为32个重症、
危重症和疑难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
案。参与咸宁-赤壁、云南-咸宁-赤
壁远程会诊平台的运行会诊，参与会诊
影像40余人次。赤壁市人民医院新冠
肺炎救治病区从1个扩展到14个，重
症病区从1个扩展到2个，他既是亲历
者、见证者，更是策划者、推动者、建设
者。作为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他注
重加强党支部建设，发挥党员在救治工
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吸引更多人“听
党话、跟党走”。

云南省医疗援助队的到来，给赤壁
市带来了一流的救治力量和战胜疫情
的坚强信心，传递了云南人民对赤壁的
深厚情谊。他们用无私付出彰显责任
与担当，把大爱无疆的旗帜稳稳地插在
了荆楚大地的“抗疫”一线，为赤壁市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强大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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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人民医院的逆行者赤壁人民医院的逆行者

防疫一线的临时党支部防疫一线的临时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