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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历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在武汉蔓延，并进一
步辐射于全国各地。在崇阳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涌现
出了一批勇于担当，敢于迎难而上的先进典型，崇阳
县纪委监委派出第六纪检监察组组长黄若润就是其
中一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役”全面打响，集结号声响起，黄若润同志放弃
了春节假期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主动请战，立足
岗位，强化监督，夜以继日，连续奋战，紧紧围绕疫情
防控责任落实和重点环节精准监督，全身心投入到
属于他的“战场”，肩负起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与使
命。

——强化政治监督，当好疫情防控的“监督员”。
疫情发生后，崇阳县纪委监委迅速成立了监督检查
问责专班，黄若润作为社区第二监督检查问责组组
长，在自己的岗位上严格履行着疫情防控期间的督
查问责工作职责，1月25日，大年初一，他带队督
查崇阳县天城镇、肖岭乡疫情防控工作落实的情
况。他坦陈：“只有全部做好武汉返乡人员及发热
人员的排查情况，才能有的放矢，打赢防控阻击
战。”当即建议所在乡镇严格加强武汉返乡人员的
监控、隔离等工作。1月28日，黄若润开始负责督
查天城镇七星社区疫情防控情况和县社会治安专
班工作情况。七星社区有居民6550户、22915人，
人员多、情况复杂，管控难度大，针对这种情况，他
带领组员，加大监督力度，压实工作责任，严格按照
落实“九个一”“三包一”措施，不定期进行明察暗
访，对七星社区的情况了如指掌。2月13日，他开
始带组到天城镇桃溪社区、白泉社区、和平社区，对
疫情防控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问责，工作重点是
发现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履职不力等问
题。在监督检查白泉社区过程中发现包保单位入
户调查工作人员漏登2户共 4人曾去过武汉的事
实，并核查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中漏登了此两户共
6人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的重要信息；监督检查
和平社区过程中发现包保单位漏登2户中有三名从
鄂州回乡人员，遂迅速将该问题提交崇阳县纪委监
委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此后，三个社区的
防控工作不断严谨扎实，全力做到了早预防、早发现、
早处置。

——主动担当作为，当好群众健康的“守门员”。面对严峻的疫情
防控形势，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疫情防控
监督检查工作中，重点对社区防疫和道路卡点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
查，并了解重点人员排查管控、卡口出入登记等情况。期间，他带领组
员，深入一线，发现居民不配合调查、入户调查不详细、内容不全、少数
人员不带口罩、乱倒垃圾、宣传不够、漏报人员等30多个问题；他还负
责监督社会治安专班，深入到维护社会治安的每个工作组进行监督检
查，重点对崇阳县看守所、拘留所进行专门的检查，确保了重点单位、
重点区域的万无一失。针对每天在督查中发现的问题，他回到办公室
加班加点将督查结果认真细致的进行梳理上报，并督促相关单位及工
作人员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整改棘手难题。他说：“要坚决
守住出入通道，严格禁止人员外出流动，防止疫情输入、蔓延和输出，
为的就是确保防疫阻击战不出现任何漏洞。”

——舍小家顾大家，拿十二分劲头做“攻坚队”。疫情已到了最吃
紧的关键阶段，每分每秒都容不得半点松懈。今年45岁的黄若润，
家中有年迈的母亲，也有正在读高三的女儿和年幼的儿子。在这场
重大战疫面前，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任何抱怨，为的就是舍小
家，顾大家，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面对家人，
他心中充满了愧疚，但他深知在这关键时刻，他必须冲锋在前。他
常说：“没有国，哪有家，共产党员不讲条件。”是的，就是这份责任，
让他变得坚强；就是这份使命，让他严守监督责任。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他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要
求，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坚决遏制和打击麻痹松懈的现象。每天督
查值班值守、道路卡点封闭情况、人员密集场所及环境卫生管控等
情况。从农历年廿八至今，他随机不定时明察暗访，早出晚归的他，
未曾休息一天，负责监督检查的区域情况一清二楚，正是在这种紧
密严谨的工作作风下，社区卡点24小时有人值守，垃圾清运及时，
社区严密封闭。在这次战疫中，他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一心为
民；靠前监督、有效监督，带头攻坚，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首位，时刻展现着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责任使命和能
力水平。他表示将会一如既往的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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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若润督查卡点值守人员登记情况

龚光丽，女，中共党员，现任崇阳
县纪委监委副科级纪检监察员、办公
室负责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打响以来，有些人选择投入疫情一线、
守护一方平安，而那些因岗位需要无
法走上前线的同志却做起了无名英
雄、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龚光丽就是
其中的一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
纪检监察干部的初心使命，展现了纪
检监察人抗击疫情的别样风采。

1月 22日，在接到上级的工作安
排后，龚光丽迅速开始忙碌了起来，守
着电话机逐一向103名干部职工（包含
离退休干部）摸排相关情况，做到了第
一时间对全体干部职工、职工家属的
出行范围和接触人员情况进行了全覆
盖、地毯式排查，等到信息统计完毕已
是深夜12点多。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
是打赢战“疫”的基础。看着同事们一
个个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奋力抗战
疫情的身影，龚光丽决定就算是跑遍
全县的大小药店、超市，她也要尽可能
多的采购一些消毒防护物资回来，为
冲锋在一线的纪检监察干部们做好安

全防护。由于防护物资紧缺，采购过
程一波三折。功夫不负有心人，龚光
丽跑遍了城区的药店，总算采购到了部
分医用酒精、消毒液和一次性手套。回
到单位后，龚光丽迅速将这批珍贵的物
资定量分发到门卫室和食堂，安排执勤
的门卫严格遵守消杀规定，每天对所有

进入机关大楼的人员、车辆一律进行消
毒，并对上下班人员做好体温测量和信
息登记。接着，龚光丽又迅速跑到单位
的食堂后厨，将食堂设施的消毒、食材
采购、饭菜安全打包、人员分开就餐等
问题一一进行安排，务必保证委机关干
部职工的饮食安全。

县纪委监委办公室作为委机关抗
击疫情的“大后方”，承担着为冲锋在
一线的防疫“战士们”做好后勤保障的
重要任务。龚光丽深知自己肩上的担
子不轻。她事事勇于担当、精准落实，
丝毫没有松懈。连日来为调配物资的
事情四处奔波。由于接连高负荷快节
奏工作，又加上频繁地搬运大量物资，
龚光丽腰肌劳损的旧伤又复发了。疼
得厉害的时候她也只用手反撑着腰
部，稍作休息调整又投入工作中。领
导和同事察觉后都劝她先回家休息两
天，但她总是笑着说：“没事，一点小毛
病，不要紧的！”

细微之处见精神，艰难之时显品
格。办公室的工作千头万绪、琐碎复
杂，龚光丽没有说过苦，没有叫过累，
总是想尽办法为冲锋在前的同事们做
好后勤保障工作。从疫情防控开始至
今，每天早 8点前到办公室、晚 8点后
离开办公室已成为工作常态，龚光丽
和办公室的同志们一起用实干践行使
命、以行动诠释担当，坚守在防疫战线
的“大后方”，默默无闻地为疫情防控
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

龚光丽:战“疫”之中展风采

“你不是请假去河南岳父家了吗？”
1月22日早，崇阳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
室主任庞为学问金旭城。“得知县里启
动了疫情防控工作，我想单位会需要
我，就把票退掉了。”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
对这突如其来的疫情，医无私、民齐心，
全县各级党员干部扛鼎而行，县纪委监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金旭城，就是
其中的一位。

“你们组对昨天发现的问题开展了
回头看吗，整改到位没有？”有人问：“你
是个年轻干部，这样督办不怕得罪人
吗？”“怕什么，我是为了工作，问题早一
刻解决，疫情早一点得到控制。”疫情防
控监督检查工作开展以来，金旭城担起

了县纪委监委机关监督检查组的综合
协调任务，对待工作，他敢于较真碰硬。

据悉，他90岁的爷爷腊月28日摔
伤，盆骨骨折，他每天早上伺候老人吃
完早饭，就急匆匆赶到单位。“我是爷爷
带大的，现在他老人家抱病在床，我却
无法照顾。”自古忠孝难两全，说到这，
金旭城心有愧疚。

已经记不清是第多少个深夜，崇阳
县纪委监委机关大楼党风政风监督室的
灯还亮着，灯下，是金旭城等纪检监察干
部们日夜奋战的身影。当前，崇阳县即
将对疫情防控发起全面总攻，在这场战
役里，崇阳纪检铁军们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展现出崇阳纪检干部政治过硬、能力
过硬、业务过硬、作风过硬的铁军精神！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崇阳县
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甘超凡
始终战斗在疫情防控前沿，践行初心
和使命，成为一名保障疫情防控措施
有效落实的“监督精兵”。

“我有乡镇基层工作经验，而且年
轻身体好。”本来，甘超凡是主动要求
到机关包保责任区域第一线去的，特
别是看到老家和父母居住的小区都有
确诊病例，他的想法更加强烈，但是委
机关根据工作统筹，还是把他安排到
执纪监督岗位，“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监督检查是为全县疫情防控工作提供
坚强的作风保障，是关乎全局的事
情”，县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强调。

在监督检查的过程中，甘超凡充分
体现了一名纪检铁军战士的硬度。监督
检查的第一天，甘超凡带领检查组的同
志来到全县最偏远的乡镇，由于村组道
路采取的是物理隔离，车辆不能通行，有
的同志提议只检查“路边村”，甘超凡说：

“偏远乡镇的偏远村在平时就是我们监
督检查的薄弱点，现在到了战时，更不能

成为我们的盲区，路不通我们就步行。”
就这样，甘超凡带领检查组同志徒步2公
里对某村进行检查，发现3名干部集体脱
岗问题，迅速报县纪委常委会拿出处理意
见，3名干部被免职，所在乡镇主要领导
被诫勉，案例进行全网通报，给全县疫情

防控干部敲响了警钟。
自监督检查以来，甘超凡所带领

的检查组共发现问题30余个，立案3
起，组织处理6人，向县防控指挥部工
作专班发建议函1封。

除了硬度，甘超凡在监督检查工

作中也不缺乏温度。有一次巡查到某
村时，发现该村对武汉返乡人员的体
温监测工作相当滞后，仔细了解后，发
现原因是物资紧缺，该村武汉返乡人
员有100多人，但只有5根水银体温
计，问遍附近几个乡镇都没有货，全靠
村干部拿仅有的体温计轮流上门检
测，第二天甘超凡在县城自费购买了
10根体温计，下乡巡查时顺路送给该
村，缓解了该村的燃眉之急。

在平常的监督检查中，甘超凡更是
不厌其烦的向老百姓宣讲政策，督促老百
姓做好个人防护。检查组有的同志不理
解：“我们是监督检查党员干部的，群众的
工作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本来就时间紧
任务重，为何还要将时间浪费在群众身
上？”甘超凡的回答掷地有声：“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我
们首先是人民的一份子，然后才是监督检
查者，做老百姓的工作是我们的应尽
之责，也能减轻基层干部的压力，另外
我们多跟老百姓交流，也能更好的了
解当地干部作风的好坏。”

甘超凡：防控监督当尖兵

王平甫，男，中共党员，现任崇阳
县纪委监委派出第五纪检监察组组
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他主动
请缨参与一线监督检查工作，担任县
纪委监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监督
检查问责四组组长，主要负责白泉社
区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按照中共崇阳县委、县纪委监委的工
作部署要求，他每天早早的就来到督
查单位天城镇白泉社区，向社区书记
王志敏说一句简单的问候“你好，辛苦
了”，随即拿出笔记本，开始投入到紧
张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该社区地处城乡结合，有老旧小
区还有新建小区，辖区范围大，居民住
户多，人员复杂，王平甫和社区干部及
包保责任单位人员一起深入疫情一线
开始监督督查工作，检查排查各个居
民小区出口 51 个，保留生命通道 21
个，提出防控工作建议28条。

监督检查中，王平甫发现县寿险
公司包保的责任网格小区居住人员
多，而该公司只有20多人，没能在规定

的时间内完成责任网格居民住户登记
排查工作。他找到该公司负责人深入
调查了解情况，原来因时间紧任务重，
寿险公司人员感觉工作难以开展，部

分人员思想出现了退缩，有畏难情绪。
“在当下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咱们不能忘记入党时的初心，大家都
是年轻干部，要勇于担起身上的责任，

面对疫情，面对困难，不能怕，有我们
和你一起并肩前行。”他以一位老党
员、老大哥的身份，语重心长地劝慰
道。同时，他四处奔走，多方联系，终于
向县两违办争取调整 4名工作人员帮
助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任务。

每天早上8点开始，他就前往疫情
防控工作的一线，督查人员到岗履职
情况，督查疫情防控落实情况，电话抽
查入户情况，询问值守人员生活情况，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面对重点难点问
题，直接从实际情况入手，因地制宜帮
助协调。针对存在的防控工作中措施
不到位，工作不实，落实不力的问题，提
出严肃批评，并结合当前疫情防控中发
生的案例，举一反三的警示教育大家，
确保每一项工作落实、落地、落细，已督
促整改问题24条，

疫情防控还在继续，在这场看不
见硝烟的斗争中，面对疫情，他总说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只有将纪律挺在
前面，责任扛在肩上，众志成城、同舟
共济、并肩前行，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

王平甫：挺纪在前强监督

金旭城：较真碰硬写忠诚

崇阳县纪检监察干部抗疫群英谱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