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守护城市的光明

——湖北十堰市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抗“疫”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记国家电网株洲供电公司青年

段吉雄

调控员文章
本报记者

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和先锋模范作用，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势头，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守护人
民幸福安康。
在防控疫情的最前线，湖北十堰
市广大党员干部以坚定的信念践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用
无畏的行动彰显了“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的政治自觉，展现了共产
党人的英雄本色。

“我是党员，应该到第一线”
“我是一位母亲，但我更是一名共产党
员。现在正是践行誓言的时候。”这是老党
员王丽秀面对疫情时的心声。
王丽秀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党员，
在疫
情防控期间，
她第一时间到社区报到并领取
任务，每天在小区路口对进出人员进行劝
导、登记并测量体温。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湖北省
十堰市委组织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面向全
市发出《十堰共产党员，组织喊你来报到》的
倡议书，动员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充实
基层一线疫情防控力量，筑牢疫情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防线。倡议书发出后，全市党
员纷纷下沉一线，与基层社区干部一同守土
尽责、守护家园。
26 岁的陈戎是茅箭区发改局一名普通
党员干部。去年 8 月份，她不慎严重受伤。
疫情发生后，陈戎主动与单位联系，拖着尚
未痊愈的身体加入党员志愿者行列，
与茅箭
区 600 多名党员干部一起奋战在抗“疫”前
线，
用实际行动诠释初心使命。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一名党员
医务工作者都冲锋在前，义无反顾，展示出

湖北十堰市直机关干部下沉到二堰街办源园社区，
组建志愿者服务队，
帮助凤凰香郡小区居民代购、
配送生活用品和物资。
罗 鹏摄（中经视觉）
了大爱无疆、医者仁心的精神，捍卫着白衣
天使的荣誉。
“作为一名党员，我申请加入医疗救援
队奔赴抗‘疫’前线。”疫情发生后，十堰市
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党员张立波与 300 名同
事积极请战。

临时党支部成最坚强堡垒
“我们虽然是临时党支部，但党心不临
时、作用不临时。”1 月 30 日，茅箭区在二
堰街办垭子社区、火车站社区成立了临时
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
决做到
“内防扩散、外防输出”
，让一面面鲜
红的党旗飘扬在群众需要的地方。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十堰市坚
持将党旗插在抗“疫”的最前线，充分发挥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结合城市社区防控面广、量大、任务重
的实际，推动党员干部重心下移、力量下
沉，织起一张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疫情防

控网。
……”
从除夕开始，
每天早中晚，
郧阳区南化
“面对疫情，我们选择逆风前行！不辱
塘镇化山村的党员干部都举着喇叭在村里
使命，我们自愿坚守一线！”为保障城区发热
四处宣讲。
人员出行需要，十堰运输部门抽调了 20 台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十堰市 8000 余
租车和卫生防疫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了“出
名村干部一律取消休假，2300 名驻村干部
租车突击队”，并成立临时党支部。面对党
也立即回村工作，采取“敲锣喊人”
、流动
旗，突击队全体党员的誓言铿锵有力、掷地
宣传车、乡村大喇叭等方式，全面打响
有声。
“阵地宣传战”。分组划片联户落实责任，
每名党员都是一面鲜红的旗帜，每个支
全覆盖宣传排查，利用村建大群、组建小
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国家
群、户建亲人群广泛宣传，不上门拜年、
电网十堰供电公司成立了 16 个临时党支部，
不聚餐、不外出，严禁举办各种聚集性活
划分党员责任区、示范岗，精选骨干党员和
动。严格做好辖区内重点人员排查、信息
优秀员工组建党员突击队，采取 24 小时值守
报送、居家隔离、防控知识宣传、疫情预
的方式，加大重点设备、重要线路的隐患排
警等工作，构建人人参与、人人防控，全
查和维护力度，全力确保特殊时期重要线
民动员的疫情防控体系。
路、关键变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为全市打
在市区，基层党组织组织发动 1000 余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名社区干部积极行动，以网格为单位，联合
辖区企事业单位、物业公司组成专班入户排
查，
进行电话提醒，
逐人排查，
逐例报告。引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导小区业主尽量减少外出，
劝阻小区外来人
“疫情期间，不串门，不拜年，取消聚餐
员进入小区探亲访友。

爱心织密“防护网”
——上海市社区一线战“疫”纪实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一遍遍
“地毯式”
排查，一次次温情地问
候……对于上海这样一个有着 2400 万常住
人口的城市来说，抗
“疫”
的战场，既在医院、
车站、机场这样的大型场所，更在村口路边、
街头巷尾，上海社区与村居干部用爱心密织
起抗
“疫”
防护网。

“小巷经理”发挥优势
“师傅，给我来点青菜。”
疫情期间，上海
普陀区长风三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顾辰晨
常常出现在清晨的菜场，他并不是为自己家
购买蔬菜，而是要将这些蔬菜送到小区的独
居老人手里。
晚上 9 时，大部分居民已休息，而普陀
区曹杨一村源园居委会仍灯火通明。居委
会主任施云霞经常利用这一时间段
“煲电话
粥”
，她是与即将返沪的居民进行沟通，其他
工作人员则在埋头整理一天排摸的人员情
况、梳理出租户信息……
“绣花功夫”
的精细化管理，是上海城市
治理的经验与优势。在社区，一位位最基层
的
“小巷经理”
24 小时在线、24 小时待命。
“手中有图，心中有底，遇事不慌！”
在上
海金山区山阳镇，金豪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冯丹拿着《山阳镇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工作流程图》说。居民区按照流程图，
通过楼组长、网格长、网格员逐一摸排，确保
全覆盖、不遗漏。
这份流程图是山阳镇总结摸索出来的
一套防
“疫”
流程。面对疫情，山阳镇以绣花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安排专人将市民预约购买的口罩挨户送达。 庄 毅摄（中经视觉）
般 的 精 细 和 韧 性 ，探 索 出 9 张 工 作“ 流 程
图”
，方便基层工作者区别不同情况，按图索
骥开展工作，
让工作更有方向。
规范化管理不仅体现在流程图上，还体
现在通行证上。一张
“绿色通行证”
，代表该
骑手是春节期间未离沪或异地返沪已隔离
14 天的人员，同时当日上岗前体温测量正
常。这张通行证由上海长风街道签发给阿
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再由公司下发给长风
辖区内的所有配送站点，各配送站站长根据

当日骑手上岗前的体温测量情况，决定是否
发放“绿色通行证”。领到“绿色通行证”的
骑手将可以进出长风辖区内的所有小区及
楼宇（园区）送餐。

党员带头 温情服务
谭善博是上海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务人员，1 月 30 日，他向党组织递

麟 谢 瑶

国家电网株洲供电公司调控中心有一群被称为电网
“大脑”
的人，在疫情面前，他们用快速精准的指令“追光逆行”，默默守
护着城市的光明与温情。26 岁的调控员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1 月 24 日凌晨，文章监控到从张家园变电站到株洲市中心
医院的专用线路通讯异常后，第一时间从异常数据中研判出原
因和后果，
并紧急向值班调度报告。经过紧急抢修，
故障很快被
排除，
确保了医院救治工作的电力供应。
调控中心是株洲地区电网的“中枢神经”，负责全市电网的
调度和指挥。战“疫”期间，守护着 62 家定点医院、隔离场所等
重要电力线路的运行安全。
“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 6 倍，但是特殊时期，能为电网的安
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心里特别自豪。
”
文章说。
其实，
要从上万条数据中及时发现异常，
并能准确研判出故
障原因，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水平、更需要责任与担当，作为一
名党员，
文章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榜样的力量。
连续值守 20 余天，在调控班缺员的情况下，文章主动承担
夜班值班。调度台平均每天要接听 200 多个电话，处理 1000 余
条监控信息，
文章每次都能有条不紊，
准确无误做好紧急缺陷及
故障的处理。
1 月 22 日，正是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非常时期，文章接到
了 78 岁的奶奶因病离开人世的噩耗。
“我是家中的长孙，从小在
奶奶的照料下长大，
感情特别深。奶奶病重时，
疫情形势越来越
严峻，为保证电网安全，所有调控员都不能离岗。”文章说，1 月
21 日晚，父亲来电话告诉他奶奶病情恶化。文章深知自己岗位
的特殊性，
大疫当前，
他走不开。
直到 2 月 1 日，第一阶段的战“疫”保电值班结束，文章才向
中心领导报告，回家奔丧。根据当地习俗，送完老人最后一程
后，
他马上回到指定地点，
进行返岗前的隔离观察。
“我们向党支部请战，24 小时坚守岗位，精心调控，用心服
务，协力打好疫情防控的电力‘保卫战’！”2 月 7 日，调控中心党
支部书记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战书”。当天，调控中心的疫情防
控措施进一步升级，
所有电力调控人员实行封闭值班，
还未从失
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来的文章主动请战，再次走上抗“疫”保电
一线。
文章把对奶奶的思念转化为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说：
“在这
个特殊时期，电不仅是光明和温暖，更是信心和希望，我们电力
铁军必须用责任和担当来守护。”在他与其他调控员的努力下，
春节期间到现在，株洲地区未发生 110 千伏及以上输电设备跳
闸，未发生 10 千伏配电线路长时间停电事件，实现了抗击疫情
期间株洲电网稳定运行。

哈尔滨南站运转车间调车长刘德军：

争分夺秒保运输
本报记者

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疫情防控战场上，他与
同事们一起奔走在社区防控第一线。
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关键时候拿得出、
顶得上、干得好，这就是上海新时代共产党
员的真实写照。
1 月 30 日晚 6 点，上海金山枫泾镇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通过微信平台向全镇党员下
发了一封“特殊的信”，不到 2 个小时，216
名青年党员、153 名团员志愿者纷纷响应号
召，挺身而出、主动请缨，以坚定的信心和昂
扬的斗志投入战斗，鲜红的党旗在枫泾疫情
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目前村居防控、排摸的
主要力量是 3 支队伍，但大部分都是 50 岁
以上的老党员，考虑到马上进入返程高峰，
这时候尤其需要青年党员志愿者冲在防疫
一线。”枫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周
佳说，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时间那么多青
年党员积极冲锋在前”
。
2 月 2 日，上海各社区开始接受预约购
买口罩。上午 10 点，家住上海金山区朱泾
镇北圩居民区金昌苑的陈女士通过手机微
信扫描居民区群里发布的二维码，输入相关
信息后，短短 1 分钟，就完成口罩购买的预
约登记。
1 月 30 日，上海“一网通办”向广大市
民发出倡议书，在疫情期间，如有相关办事
需求，尽量网上办、掌上办，避免线下办、集
中办，
“一网通办”提供多渠道服务，让数据
多跑路，避免集中到线下大厅办理。目前，
“一网通办”总门户已接入 2261 个政务服务
事项，其中 1661 个事项具备全程网办能力，
无须线下办理。
特殊时期，有不少返回上海的武汉人在
隔离观察。但是，温情隔不断、关爱隔不断，
一句句问候，一次次探访，让这一特殊时期
处处充满爱。
浣沙六村的社区党员志愿者宋金龙，得
知隔离人员小付家中没有消毒液，马上与居
委会干部一起将居委会的部分消毒液用矿
泉水瓶制成喷水壶送上门。小付激动地在
微信里说：
“ 你们真是太好了！虽然我被隔
离，但你们的真情，你们无私的关怀，让我十
分感动，
难以忘怀。
”

刘

苏大鹏

刘德军冒着严寒站在机车上面调车。
孙永才摄（中经视觉）
“推进，推进。”2 月 29 日深夜 23 时，哈尔滨南站运转车间调
车长刘德军站在调车机前，一边紧盯着机车行进速度实时判断
距离，
一边对着对讲机指挥。
这一晚，刘德军已经连续工作 4 个小时了，夜里最低气温在
零下 20 摄氏度，刘德军的口罩上已经冻了霜，呼出的哈气凝结
在一起，
在眼前形成了雾，
让刘德军的视线不是很清晰。
疫情发生后，刘德军没有休息一天，每天依旧是指挥调车、
防溜作业。
哈尔滨南站是黑龙江省最大的货运编组站，每天平均要
办理 1.5 万辆货车的中转作业，来自佳木斯、牡丹江、绥芬河等
地装载着化肥、大米、钢铁、煤炭等的货车，都在这里重新解
体、编组，再发往全国各地，而刘德军就是负责将这些货车重
新编组的调车长。调车时，他要站在机车上面或前方，观察车
速，判断距离。特别是近期防疫、春耕物资运输频繁，调车作
业量激增，刘德军更加忙碌，从 18 点多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 7
点，12 个小时里他与工友们要编组 900 多辆车。他的饭盒总
是热了凉、凉了热，常常没吃上两口，就接到作业命令，抓起帽
子就往外走。
为了提高作业效率，缩短车辆在本站停留时间，使煤炭、化
肥、粮食及防疫物资能尽快送达目的地，
刘德军与工友们每次都
要提前出场作业。工友作业完毕可以回工区屋里暖和一会儿，
刘德军却还要准备下一批作业，
在室外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
稍
闭一会儿眼睛，
睫毛就会粘在一起。
常年的风吹日晒，
让刘德军的脸很是粗糙，
他笑称自己这是
有了万能
“面膜”
，
风再大、太阳再烈也不怕了。每天神经绷得紧
紧的，刘德军的想法很实在：
“ 疫情当前，我们这边动作快一点
儿，
这些物资就能早到一点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