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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下午，咸安区咸宝路高架桥向阳湖镇铁铺村
执勤点上，民警余有胜和同事一道，警惕地坚守岗位，对过
往车辆人员进行严密检查。

1985年出生的余有胜是向阳湖镇广东畈村人，2012
年，他考入江西九江濂溪公安分局，成为该局刑警大队综
合中队副中队长。年前，回乡探亲的他因感冒发烧，执行
了14天的居家隔离。

“家乡的疫情，网上的讯息，让我这14天里倍感难
熬。”余有胜说，隔离期满后，他向单位请示，希望能够协助
家乡，共克时艰。这一请求立刻得到了领导的全力支持，2
月7日，余有胜来到咸安公安分局报到，并被安排到了向
阳湖镇甘棠派出所。

“这个检查点叫封控区检查点，封控区内有居民2
万余人，确诊病例占全镇病例数的60%以上，最易暴发
冲突、危险性最大。”甘棠派出所负责人尹百川说。但
是，尹百川的提醒和母亲的担忧根本拦不住余有胜的决
心。

“每天需要盘查800余人，但拥有通行证的却不到
200人，其余都是必须劝返的对象。”余有胜告诉记者，在
这里，他每天要重复上千遍：“同志，不要围着登记，聚集危
险！”“同志，快速通过，请勿围观！”一天下来，他忙得喝不
上水，累了也只能放慢脚步让肌肉松弛。

有一次，有公务人员因公急需通行，但忙乱中却忘了
带通行证，一通解释，余有胜却立场依旧：“靠边、停车。”直
到通行证电子档传来，他才予以放行。

14日，村民代某要去医院化疗，但没有通行证，余有
胜不能轻易放行。在仔细查看代某的入院诊断书后，他当
即将这一情况上报指挥部，并联系村干部证实，征得同意
后准许放行。为了让代某在进城时更加便捷，他又致电有
关负责人，请求沿途关卡为代某提供协助。

在他的影响下，有村民报名加入志愿者行列，主动参
加封控区卡点的值守。江西九江公安局濂溪分局也打算
与咸安公安分局结为对口帮扶单位，目前已开始动员物资
捐赠，协助我市抗击疫情。

江西刑警余有胜：

一个“外乡人”的执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谨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刘洁

1月30日，当护理部关于感染科护士告急、需要各科
室护士支援的紧急通知下发后，市中心医院耳鼻咽喉科的
陆姗、黄丹便在第一时间报名响应。

“妈妈，你要安全回来！”陆姗接到护理部正式通知
时，刚下夜班还休息不到半天，其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
儿子得知妈妈要去感染科一线抗疫的消息，充满童真地
叮嘱。

“请放心，我一定会做好防护、平安回来的。”面对爱人
和公公婆婆的担忧，陆姗宽心地安慰他们：救死扶伤本就
是我们的职责，现在医院需要我们，患者需要我们，就必须
毫不犹豫地上！

副护士长黄丹，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上一线之前说
不紧张，不担心是不可能的。她说，由于多年来一直和公
公婆婆一起住，老人都知道她的工作习惯和工作责任。尽
管大儿子正在叛逆期，小儿子才刚刚上幼儿园，但一家人
对她的决定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和理解。公公婆婆不
仅承担了照看两个孩子生活的问题，爱人也主动“揽”下了

辅导儿子学习的任务。
与病魔较量，必须与时间赛跑。如今在一线工作已达

20多天没有回家的陆姗和黄丹，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连续工作超过4个小时，这期间不仅不能上厕所、不能喝
水，而且还要负责核对医嘱、开展治疗护理，以及书写护理
病历等。

“刚开始确实有点不适应，眼罩和面罩老是起雾不
说，身子也被防护服悟得经常出汗，现在已经完全习
惯了。”每每下班后，耳鼻咽喉科的同事们都会通过微
信视频与吃住在隔离区的陆姗和黄丹聊天，当看到她
们脱下防护服后，脸上留下的深深压痕，无不心疼地
嘱咐她们，在护理病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休息、保护
好自己。

“我们现在下班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同事们聊天，和
家人与孩子视频。”面对紧张的战“疫”工作，陆姗和黄
丹总是信心满满地说：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胜利
归来！

医院护士陆姗、黄丹：

一次“勇敢者”的出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柯常智 通讯员 吴丽娜

“我是党员，向组织报到，听从社区党组织安排。”疫情
发生后，76岁的万年路社区矿务局支部书记朱铁生毅然
加入到战“疫”队伍中。

拥有46年党龄的朱铁生是原蒲圻矿务局退休干部，
也是干休所内年纪最小的党员。900平米的小院，一栋5
层高的楼房，7户20多名居民，是朱铁生的防疫阵地。

25日一早，记者来到干休所，朱铁生正将居民的垃圾
集中拎下楼。疫情开始后，垃圾都是由他集中处理。院内
落叶被清扫到固定的角落后，老人又用自制的消毒喷洒器
对小区消毒。

2000年，朱铁生搬进小区居住。为方便居民，他拿起
扫帚义务清扫院子和公厕。2010年，矿务局支部成立，共
吸纳5名退休党员，当时最年轻的朱铁生被推选为支部书
记。20年过去，小朱变成了老朱，满头白发的朱铁生仍在
为居民服务。

小区居住的大部分都是老人，楼里的疫情防控宣传、
排查、登记、值守，院里的清扫、消毒等工作，都由朱铁生一
人承担。

工作虽多，但朱铁生却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章程。先居

民，后社区。每天早上，他先问问楼里居民有没有需要他
帮忙的事，再打电话问问社区有什么事需要他配合和协调
的，每件他都事先写在便签纸上完成后打勾。

2月8日开始，小区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小楼里，朱铁
生成了居民们的跑腿员。

23日，云南驰援咸宁送来了很多生活物资。社区将
物资送到了干休所门口，朱铁生便爬楼将物资一户一户送
到各家门口。

“年纪这么大了，这个时候保护好自己就很好了，他还
拎着米、油跑上跑下，真是不容易。”社区网格员董玲介绍
说。

“他人特别热心，这么多年了，家里有什么事都找他帮
忙。”居民们对朱铁生也是赞不绝口。

万年路社区党委书记徐军英介绍，疫情期间，在朱铁
生的管理下，干休所内一栋楼的居民无一人外出，无一人
确诊，无一人感染。他不仅给社区减负，还发动干休所的
7户党员群众，向社区捐款了1000元。

“我是一名普通党员，只是做了该做的事。疫情防控
下，守护好这栋楼，是我的责任。”朱铁生说。

支部书记朱铁生：

一栋居民楼的坚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您今天让我帮您买的药都在这里了，您数数，看对不
对？这是今天的菜，放门口了。”26日上午，岔路口社区机
耕站小区内，志愿者王兰先正在为小区内居民分发采购的
物资。

此时，王婆婆拎着药盒上前来找王兰先。“姑娘，帮我
买这三种药，麻烦了。”婆婆早上错过了买药的登记时间。
王兰先热情地回复：“没事，下午买了送您家里去。”

小区内受到王兰先“特殊照顾”的一共有5位老人。
70岁的曹婆婆，今年春节，儿子在外地回不来，独自

带着孙子居住；80多岁的陈妈，一直住在自建的平房内，4
个儿子都在外地没回来；80多岁的张师傅，儿子是警察，
一直在抗疫一线；70多岁的王婆婆，一个人住在小区的5
楼……这几位老人身体不好，出门不方便，王兰先每天上
门登录物资单，然后再送上门。

今年56岁的王兰先，2004年从阻燃板厂下岗后，先
后做过环卫工、公交车司机、幼儿园校车司机。疫情期
间，受社区党员们的影响，她成为机耕站小区的采购员，
为80户240名居民服务。

看到新闻里医护、警察等冒着生命危险抗疫，王兰先

萌生了去当志愿者的念头。在女儿的鼓励下，第二天，王
兰先便来到社区报了名。

2月8日，王兰先领到了小区发的代购证件，成为了小
区里的代购员。每周一三五，她为居民集中采购药品，二
四六买菜，单子上有什么，王兰先总是无一遗漏。

17日，王兰先共收到30多个购物清单。一看写得满
满一沓清单，值守点的其他志愿者便开始替她犯难，车子
没有通行证，这么多菜等一下怎么拎回来？

一个多小时后，从中百出来的王兰先买齐了所有物
资。她左手拎着7条草鱼，右手拎着十几袋的蔬菜、水
果。去的时候王兰先只花了5、6分钟，回来时，她走了20
多分钟，回到小区卡口处时，双手拎袋子的地方都卡成了
紫色。

19日，统计居民需要购买的生活用品时，王兰先发
现，光酵母就需要购买50包。王兰先从中百步行到同惠，
沿路问了7个物资供应点，花了近3个小时，走了两万步，
才集齐了居民所需要的物资。

“能帮一线抗疫的人分担点工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情，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我很开心。”王兰先说。

社区志愿者王兰先：

一个代购员的奔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小丫头，今天你又不能回家吃饭了，你就跟着我一起
随便吃点吧。”2月5日中午11时，岔路口社区自行车配件
厂小区门口的疫情防控值守点，市农业农村局抗“疫”值班
人员任秩，意外收到了志愿者姜玉华送过来的午饭。

一碗热气腾腾的银耳汤，一份卤藕，一碗米饭，饭菜虽
然简单，但对于在疫情中坚守的值班人员来说，显得十分
难得。

岔路口社区片区负责人朱已智介绍，各小区每天值班
人员的值班时间为上午7点半到2点和下午2点到晚上8点，
到午饭和晚饭的饭点，小区值班人员通常都是泡面填肚。

“开始还以为姜老师是开玩笑的，没想到，还没到饭点饭
菜就送过来了。饭菜味道很好，让我想起了远在老家的妈妈。”
说起那天的事，任轶显得有些激动。她和姜玉华并不熟，只是
抗“疫”的战友，姜玉华经常说，任秩比她家儿子小两岁。

这样的饭菜同样也温暖着在此值班的市农业农村局职
工郑瑞乾。“第一次有小区的居民志愿者给我们送饭菜。”

今年58岁的姜玉华是广东畈小学的一名退休老师，
自疫情发生以来，她一直在自己所居住的自行车配件厂小
区参与抗“疫”工作。

自行车配件厂小区是个三无小区，小区内有69户

140名居民，居民们多数为原自行车配件厂工人，其他多
为周边散户居民，姜玉华是十多年前搬到这里来居住的。

1月26日晚（大年初二），姜玉华获知社区正在招募志
愿者，她不顾天黑路滑，来到社区自告奋勇填写了志愿书。

第二天早上，姜玉华便自己在小区门口支了张桌子、
放了把椅子值班。在市、区包保干部还没有下沉到小区
时，她已在小区门口组织居民实行自我封闭管理，宣传动
员居民们不出门、戴口罩、不聚会……

1月28日，社区派人接手了小区的管理工作。在得知
值班人员严重不足时，姜玉华再次主动请缨，提出自己愿
意继续值班。在市农业农村局包保该小区，小区实行全封
闭式管理后，她开始为小区居民做好送菜、购药服务。

社区要入户排查居民情况，熟悉情况的姜玉华连夜带
路，让入户摸排工作简易了许多。一户一户的敲门，建立
小区微信群，一层一层的爬楼，姜玉华都咬牙坚持着完成。

值班人员想休息一下，喝一口水，上个厕所，热心的姜
玉华都会来帮忙顶班。

小区居民黎翠萍在姜玉华的带动下，承担起了小区居
民物资运输工作；居民曾令明在姜玉华的带动下，成为了
社区志愿者……

退休教师姜玉华：

一份爱心餐的温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2月24日，送走病区最后一位患者，市中心医院感染
科十二病区护士长华美霞暗暗松了一口气，在病区忙碌了
快一个月，如今病区关闭，医护人员休整隔离，她终于可以
暂时歇歇了。

华美霞本是一期临床研究中心护士长，疫情发生之
初，她就向医院递交了“请战书”，后在临时成立“感染十二
病区”担任护士长。

感染十二病区就是3号楼的十二楼，也是这栋楼临时
改造后成立的第一个病区。“他们都开完笑说我是楼长，以
后就向我们看齐。”华美霞对护士们说，组织上相信我们，
把我们作为先锋队，我们就要给后面的病区做出样板来。

就这样，华美霞和来自各个科室的护士们，一起剪短
了头发，“跳槽”到感染十二病区。

临时组建的团队，马上就上火线。一开始确实有点手
忙脚乱。

华美霞还记得病区运转的前几天，她的电话一直处在
热线状态。“我记得最夸张的一天，我接了532个电话。”华
美霞说，头几天她做得最多的是就是培训。

防护怎么做？物资在哪里？病人的饭订了没？……
不管大事小事，华美霞都要过问、提醒。尤其是安全防护

方面，更是见一次说一次。大家都笑她像“管家婆”。
这一段时间，华美霞的微信好友一下子多了不少。这

都是她打印了二维码，拿到病房里让病人一个个加的。
“隔离病房的生活很孤独，病人心理压力也大，我通过

微信多沟通，病人需要什么也可以找我。”华美霞回答。
有位重症病人入院后行动不便，在医院里没有亲属陪

伴，护士们给他喂饭、翻身、擦身，照顾得无微不至。有些
病人肠胃不好，吃不惯医院食堂的饭，华美霞带来八宝粥，
给病人热了吃。有时医护人员怕病人饿了，还把自己的爱
心盒饭先给病人。

病人们对医护人员充满感谢，有位病人发朋友圈说：
“在十二楼的每一天都很安心，医护人员的专业和态度给
了我们极大的信心。”

对病人尽心尽责，对家人华美霞是心有亏欠的。华美
霞夫妻俩都是医务工作者，丈夫经常不能回家，她更是直
接与家人隔离。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只能交由年过七旬的
公婆照顾。

虽然不能在老人跟前尽孝，也无法陪伴孩子。但华美
霞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她说：“我是一名党员，国家需要我
的时候，我就要冲到一线去。”

感染病区“楼长”华美霞：

一个感染区的大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萱

“您好，请您出示通行证明。”“你这个手机图片证明存
在问题，无法通行，请沿路返回。”

2月13日，在咸通高速马桥收费站疫情防控点，市交
通运输局执勤人员严格核查每辆车、每个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咸通高速马桥收费站疫情防控
点临时党支部成立，在支部书记王永红带领下，59名党员
冲在一线，严守严查，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没有休息区，他们拉来一辆大巴，搭上两个帐篷，搬来
20个塑料凳子，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这个临时的“家”既是战士们的阵地，也是无助者的港湾。
2月7日晚9点，一对小姐弟风尘仆仆从上海返咸，防

控点查验发现他们只有上海开具的返咸申请，没有咸宁当
地的接收证明，按要求不予进城。司机见状直接撂下她们
返程，寒风中姐弟俩滞留在站口孤独无助。

党员李虎亲自驾车，将姐弟俩送到所属社区，经社区
核实身份后开具接收证明，姐弟俩承诺做好返乡隔离后，
他才安心离开。

2月8日凌晨3点，通山县一私家车送急症病人到市
中心医院，只有医院证明，没有《临时通行单》。人命关天，
灵活掌握政策，由工作人员协调执勤警车带路，一路护航
到市中心医院，完成交接后才返回；防疫站点经常有滞留
的劝返人员车辆以及运输物资的车辆，遇到饭点，执勤人
员总会给他们送饭送水……

党员刘波，年幼的儿子一直在病中，年迈的父亲也突
发疾病，在疫情抗战危难的关头，他毅然将父亲儿子交由
妻子一人照顾，没日没夜奋斗在一线。

党员陈瑛，丈夫是公安民警，一直在抗战一线忙碌，家
中80多岁的爷爷和一岁多的孩子需要照顾，她没有向组
织提出困难，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疫一线。

党员张文聪，年前回十堰老家过年，却因疫情滞留，看
着微信群里的同事们都在一线拼搏，千方百计赶回咸宁和
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

党员汪静，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高二正是关键的
时刻，却接连四天在一线站岗，一站就是十二小时……

收费站执勤人员：

一条安全线的奋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骆晓丽

2月6日，58岁的党员志愿者刘耀州在咸安区南大街
社区宏鑫娱乐城进行疫情防控。

刘耀州是人社局干部，这个春节他一直在战“疫”，从
排查劳务派遣公司，再到防控老人事局小区、人社小区。5
日，下午2点30，他又转战宏鑫娱乐城对105户居民进行
防控。

“疫情形势严峻，你自己就不担心吗？”记者问。
“说不担心、不害怕是假的。但作为一名30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时候党员代表的
不仅是个人，更代表的是组织，是党的形象。”刘耀州说。

和刘耀州一样，市人社局还有51名党员志愿者在北
正街社区、南大街社区 、西大街社区、三元社区、阳光社
区 、南山社区等社区开展防控工作。

面对严峻形势，更需要坚强的政治思想领导和组织保
证。5日，市人社局北正街社区疫情防控党员志愿服务队
临时党支部书在战“疫”火线成立。

“临时党支部起到了凝聚力量的作用。”支部书记延学

军说，主要是协助社区开展排查登记、宣传劝导、解难济
困，帮助居民搬运生活物资，宣传疫情防治知识，提高居民
防护意识。

37岁的罗翔是临时党支部的一员。此前，他加入市
直志愿者服务队，用私家车免费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当
人社局第二党支部联络群号召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他第
一时间就报了名。“我是名退伍转业军人，关键时刻，我就
要为老百姓做点什么。”

罗翔每天的工作是测量体温，登记信息，劝戴口罩，劝
阻出门。别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

“我们一天要劝返几十位大爷大妈。还有些居民防护
意识弱，硬是不戴口罩就出门。”罗翔说。

“这种情况怎么办？”记者追问。
“耐心反复跟居民们做工作，讲不戴口罩的危害。这

时，附近居民看到我们态度好，工作细致，也会主动声援我
们。最终顽固的居民还是戴上了口罩，并得到群众大拇指
点赞。”罗翔说，得到群众的支持，很有成就感。

小区党员志愿者：

一面防护墙的誓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甘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