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1日晚12点左右，王雷东忙完手
头的工作，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准备给
家里的老人打个电话报平安。一看时间，他
苦笑着放下了手机：“这个时候，老人早已睡
下了。”

王雷东是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汇祥
社区党总支书记，白天在各个防控点巡逻、
值守，晚上还得整理相关数据，分析疫情防
控形势，这么多天来一直没好好休息，身体
开始“报警”。“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前两天血
压一下升了起来，以前血压一直都很正常。”
王雷东说。

王雷东确实没法好好休息，社区一共有
8900多户人家，分住在7个小区，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王雷东带领社区其他7名同
事一直奋战在防控一线。“人手太少了。几
个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公司，所有工作都需要
社区工作人员来完成。最近，有不少居民来
做志愿者，我每天可以多睡一会儿了。”

抗“疫”夫妻兵

“我先去门口值班，一会儿你出去的时
候要记得做好防护。”2月11日一早，崔雪
出家门前叮嘱丈夫李刚。

最近20多天，这对退伍军人夫妻一直
坚持在疫情防控一线值守，被同事和居民们
称为“抗疫夫妻兵”。

崔雪是石家庄市新华区革新街道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疫情发生时，在贫困村蹲点
帮扶的李刚正好回到家里，还没享受多少团
聚的时光，崔雪就主动请缨到防疫一线工
作。看到妻子“上前线”，李刚也坐不住了，
把4岁的双胞胎儿子托付给老人后，他以志
愿者的身份走上了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遏制疫情，排查与传染源接触过的群体
是重中之重，崔雪所负责的水源街84号院
居民众多，而且有不少外地租户。为了掌握
每个人的信息，崔雪每天都要比对户情册，
挨个儿给居民打电话；遇到电话打不通的，
她还会上门询问。

“去没去过湖北？有没有接触过湖北回
来的人？身体有没有异常？”这些话，崔雪每
天都要重复上百遍，嗓子都哑了。除了排查
疫情，崔雪还负责小区的巡逻和值守工作，

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忙到大半夜才回家。
李刚每天也忙得像个陀螺一样，发放

科普传单、对小区进行喷液消杀。“虽然已
经退伍了，但军人的本色和担当不能丢。”
李刚说。

无数人舍小家顾大家，干群携手让石
家庄社区疫情防控网越织越密。

咱就是社区的“围墙”

在石家庄市翟营大街社区的焦化厂宿
舍，因为没有产权单位和物业管理，小区设
施老化，别说围墙，连大门都没有。疫情发
生后，各小区出入口都需要有人值守，可对
于这座四面不设防的小区，怎么盯守成了
一道难题。

“自己的家园，我们自己守护，困难再
大也有办法！”在小区的微信群里，70岁的

楼长王玉清发出了号召。短短几分钟，众多
党员和群众就纷纷响应。

他们将小区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都
有人日夜值守。与此同时，小区里的年轻人
也行动起来，他们四处联络制作条幅，并在
上面写下疫情防控的科普知识。几天后，一
道道鲜红的科普条幅串联在一起，将小区整
个包围了起来。“社区没有围墙？咱们就是
围墙！”

石家庄新华区阳光小区居委会只有6名
成员，相对于繁琐的防疫工作来说，力量显
得薄弱。消杀工作是当务之急，居委会通过
楼长、社区群等方式征集志愿者后，一时之
间有70多人报名，其中50多位是共产党员，
25岁的霍少鹏便是其中之一。

刚刚大学毕业的霍少鹏是这个社区最
年轻的志愿者，原本过完春节要去新疆参加
支疆工作。“受疫情影响，现在去不了新疆，

就来支援社区，到哪儿工作都一样！”霍少鹏
每天忙个不停，社区消杀、门口执勤，上下楼
为街坊邻居送出入卡等，一天跑四五栋楼是
家常便饭。

感谢函来自千里之外

“隔离的是病毒，但不是爱，虽然我们远
隔千里，但我们拥有兄弟般的情谊……有我
们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携手并肩，一定能
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2月7日，石家
庄桥西区新石第一社区收到了一份感谢函，
来自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的
巴彦琥硕镇。

感谢函的起因是1月28日新石第一社
区党总支书记王玉章接待了3名特殊“客
人”。那天，王玉章到辖区一家酒店例行排
查时得知，酒店里前几天来了3名外地客
人，可这几天总是愁眉苦脸，王玉章马上找
到3人了解情况。

原来，3人是亲戚，都是内蒙古自治区
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人，之前在湖北襄阳打
工。春节前他们结伴回老家，途中在石家庄
转车时，有人发起了低烧。他们知道当前疫
情形势严峻，一下子慌了神，人生地不熟的
也不知道该找哪里求助，再加上身上的钱也
不够了，所以很是发愁。

听完事情的经过，王玉章第一时间向疾
控部门报告，之后又帮他们联系了家人和老
家的有关部门。经过几方商量，为了保险起
见和便于照顾，工作人员将几人安置到了隔
离点居住。经过监测，3人排除了感染的可
能，目前体温等一切正常。等解除隔离，巴
彦琥硕镇就会来人接他们回家。

织密社区疫情防控网
——记河北省石家庄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者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郝子朔

2月12日，战“疫”集结号再次吹响，74
人组成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批赴湖北（十
堰市）抗疫医疗队从南宁飞往十堰。此前，
广西已向湖北派出两批医疗队269人，先后
于1月27日、2月4日抵达武汉，分别驻扎
在武汉黄陂区中医医院和江汉、武昌两家方
舱医院。

特别的生日祝福

2月4日，立春节气，已经在武汉抗疫前
线奋战一周的温汉春迎来了她的 52 岁
生日。

温汉春是广西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长、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重症医学科一区副
主任。

在病房忙碌了一天，回到广西医疗队驻
地酒店，队员们给温汉春送上了生日蛋糕
——上面写了两行字：“汉无恙 春归来”。
既是祝福温汉春无恙归来，又蕴含着祝福武
汉无恙，“春天”归来的意思。

由于不能聚集在一起，队员们纷纷通过
微信给温汉春送上祝福，唱生日歌、吃蛋糕
时也自觉间隔开2米以上的距离。这样的

场面让温汉春不禁有点心酸，但更多的是
感动。

当疫情来势汹汹时，温汉春决然请缨出
征：“我出生在武汉，我强烈要求参加！”1月
27日下午，温汉春带领首批广西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员庄严宣誓：“我将忠诚履职、勇于
担当，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午夜，133名医务人员抵达武
汉，驰援黄陂区中医医院。

“我们的使命，是救治好每一位患者，保
障医疗队员自身平安，帮助大家树立战胜病
毒的信心。”到达驻地的第二天，医疗队成立
了临时党总支并发出号召。

战“疫”常态化

1月30日，经过专业的培训和准备，广
西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正式接管武汉市黄
陂区中医院两个普通病区和一个重症病区，
开始进入常态化战“疫”。

“两个普通病区收治了100余人，非常
忙。”这天晚上，温汉春给后方发来语音。

虽说这天医疗队才正式入场，但早在前
一天，已经有数名医疗队队员投入了一线战

斗。“有很多病人等待入院，医疗队在29号
就紧急调配队员配合当地医务人员开展接
诊工作。”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
医学科护士潘慧玲说。

1月29日下午，广西首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护理组组长、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重症
一病区副护士长朗秋燕对队员进行了严格
的防控培训。培训完，队员们直接留在了病
房里帮忙，穿上包得严严实实的防护服，通
过纸笔进行交流。

当晚9时30分，广西医疗队重症组接
到紧急任务，前往医院对收治的2名重症患
者进行会诊；1月30日凌晨1时51分，医疗
队再次接到急诊科电话，两名队员赶赴急诊
科对3名患者进行会诊……

“重病号收到重症病房，由重症团队诊
疗护理。”温汉春说，随着病区设置的逐渐完
善，医院接诊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对于下一
步的救治工作，医疗队员们充满信心。

“逆行人”前赴后继

2月4日，广西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出征，来自广西各医疗机构的国家紧急医学

救援医疗队、护理专业队员一行136人，奔
赴武汉阻击疫情。

2月5日晚上，由武汉洪山体育馆改造
的方舱医院接收首批轻症新冠肺炎患者。
6日开始，广西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陆
续分赴武汉两所方舱医院展开工作。

北海市人民医院护士庞镕在进入江汉
方舱医院后分到了医院总台岗位。作为总
台的护士，除了专业工作，还需要承担起维
持整个医院正常运转的大量后勤工作。

“在每天6个小时的工作里，我们要负
责给医生出药，核对药品清单，还要做好全
院1500多名医务人员和患者的一日三餐配
送、协调维修人员维护日常生活设施等工
作。”庞镕说。

2月10日，国家公布广西对口支援十
堰，八桂大地再次紧急行动。从多个城市、
多家医院征集精兵强将，在短短不到两天的
时间内就组成了对口支援十堰的第三支医
疗队，赶赴一线。

“前方有同行的战友，后方有期待平安
凯旋的家人朋友，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相聚在
春暖花开之时！”广西支援湖北护理专业医
疗队队员唐嘉蔓说。

盼“汉无恙 春归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支援湖北医疗队战“疫”纪实

本报记者 童 政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朱柳蓉

“这身白大褂，就是请战书”“万里
驰援，不胜不还”……新疆喀什地区30
名一线护理人员作为新疆支援武汉医
疗队队员，近日奔赴武汉支援抗疫。

“现需派专科护士驰援湖北，请大
家积极报名。”2月4日一大早，一条紧
急通知分别发在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
院、第二人民医院和维吾尔医医院微
信群，迅即引发长串“请战接龙”：“我
报名！”“我报名！”……不到10分钟，3
家医院近200名护士争相报名，远超
所需名额。

“如果不能去救护同胞，那还要医
务人员干什么？！”喀什地区第一人民
医院护士长杨新会说：“抽调边疆医务
工作者，既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信任，
也说明武汉疫情紧急。这个时候，我
一定要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刚刚休完产假的魏丽丽，孩子才6
个月，就第一时间报了名。“我一直在关
注武汉防疫一线的同行，作为一名护理
人员，我不仅能体会到他们的辛苦，也
被他们的精神所打动，关键时刻我一
定要争取，奔赴一线、支援武汉。”她
说。

“这些年，全国19省市对口支援
新疆，让喀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现在武汉同胞遇到困难，是最需
要支持的时候，也正是需要我们挺身
而出的时候，我要以实际行动回报祖
国对边疆人民的援助。”看到报名通
知，巴哈尔古丽·布代西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

单位发通知时，阿衣仙木古丽·克
里木刚下夜班。“我决定马上报名参
加。”她说，作为一名护理人员，有责
任、有义务前往疫情一线。“还用动
员？这身白大褂，就是请战书！”

“时间不等人，顾不上想太多，如果这次不请战，我一定会后
悔的。”患有甲状腺疾病的田媛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愿
意奔赴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前线，贡献力量、锻炼自己。”这名年
轻护士的表态简洁而有力：“万里驰援，不胜不还！”

出发前一天晚上，麦尔哈巴·玉山还在医院照顾患病的父
亲，接到通知后她迅速报了名，将父亲的病情详细交代给哥哥后
就给单位打电话，“担心集合会迟到”。“父亲教育我，遇到需要帮
助的人，就要伸出援手。我在武汉，一定会尽职尽责，服务好患
者。”出发前，她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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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乘一定注意安全，我和肚子里的宝宝等你平安回家。”2
月12日一早，正准备登车的刘辉手机响了，他又收到了妻子于
莲发来的微信。

刚刚荣升为准爸妈的刘辉和于莲都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成都动车段的动车组机械师。抗“疫”战场上，26岁的
刘辉在飞驰的动车上担任随车机械师，妻子则在动车检修库内
对动车“把脉问诊”，精检细修。

“我来顶替隔离的同事！”随着疫情蔓延，刘辉的多名同事因
值乘列车有旅客被确诊而隔离。单位人手紧张的时候，他主动
请缨顶上相应值乘任务。

“为了保护我和宝宝，他一直坚持退乘后进行自我隔离。”于
莲虽然和刘辉在同一个单位，但因岗位不同，见面的机会很少，
如今夫妻二人更是只能通过手机进行短暂的视频通话。“守护好
每一趟动车的安全就是铁路人战‘疫’中的职责，我们一起努
力。”刘辉在视频中对妻子说。

由于刘辉经常值乘不在家，妻子于莲非常牵挂。为了不让
妻子担心，刘辉每次视频都会刻意避开乘务中的话题。即便不
说，同为机械师的于莲也明白丈夫的心意。每当看到官方公布
确诊旅客乘坐的车次，于莲都非常紧张，立刻将丈夫的值乘交路
翻出来逐个核对。

考虑到丈夫在南来北往的动车上工作的特殊性，于莲把内
心的担忧变为了关怀。她按照丈夫的值乘交路，将干净的衣服、
装满豆浆的保温杯、削好的新鲜水果提前送到值班室。“家里安
好，豆浆趁热喝，记得按时吃饭。”于莲给丈夫微信留言。

“我们虽然不能像医务人员一样冲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
前线，但确保动车组运行安全，让更多人团聚，让更多医务人员
和防疫物资快速运到武汉，就是我们夫妻对疫情考卷最好的答
案。”刘辉说。

中铁成都局动车组机械师夫妻：

守护每趟动车安全
本报记者 刘 畅

上图 在石家庄
市新华区阳光小区，
社区志愿者正在对垃
圾回收处进行消毒喷
洒作业。

梁子栋摄
（中经视觉）

左图 石家庄市
新华区阳光小区的社
区志愿者在对出入居
民进行登记。

梁子栋摄
（中经视觉）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千上

万名社区工作者每天为疫情防控

忙碌着。在社区这个疫情防控的

“前沿”阵地上，石家庄市全民行

动，社区工作者、普通居民、志愿

者和爱心企业一起筑起“人墙”，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守护家园，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检修库内，刘辉对动车组车头部位进行检修。
田 野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