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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够在一线参与蟒

川镇抗击疫情，作为一名大学生

志愿者，我希望通过此次活动锻

炼自己，不负青春、不负韶华！”1
月 19日上午，在蟒川镇核桃园村
卡点处，返乡青年志愿者李志航

这样说道。

春节临近，为进一步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蟒川镇主动作为、扛

牢责任，充分发挥返乡大学生志

愿者作用，招募好、利用好志愿

者，让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当代

大学生的青春正能量。

根据全市统一安排，1 月 9
日晚，蟒川镇通过抖音、美篇等

媒介载体向全镇返乡大学生发出志愿服务倡

议，截至 1月 19日，先后有 238名大学生踊跃
报名加入志愿者队伍。蟒川镇第一时间召开志

愿者动员大会，根据志愿者家庭住址、技能特长

等不同特点，把他们合理分配到镇疫情防控指

挥部、社会防控组、流调组、党群服务中心及各

村卡点，在人员排查、应急值守、舆论宣传、卫

生防疫等各个环节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为每名

大学生志愿者发放志愿者服装，统一安排就餐，

工作任务结束后将为每名志愿者颁发证书，向

所在学校致感谢信。

在老粮店小区卡口，就读于河南理工大学的

周旭柯正在忙碌地为出入人员测体温、扫双码、

做登记。她说，这份志愿者工作充实了她的大学

生活，增加了社会历练，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志愿者王婷婷说，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一名青年

大学生，更作为蟒川镇的一分子，在疫情期间能

为家乡的疫情防控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感到无比光荣。

社会防控组的李龙彦在收到志愿服务倡议后

也是第一时间报名参与。对于孩子这样的行动，他

的妈妈非常支持，“孩子能主动加入青年志愿者队

伍，作为妈妈，我非常支持他，我们全家都为他感

到骄傲！”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鹏亮

进入卡点一米外停车下来登记，扫双码、测体温，

志愿者拉开移动防护网放行。如今，在温泉镇丁庄村

东二街疫情防控卡点，每天都能看到身穿红马甲、头

戴红色志愿帽、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们，认真

服务进出人员和车辆，守好村里唯一出入通道。

丁庄村共有 6个街口，此次疫情防控实施村街封
闭管理以来，按照防控要求在唯一出入通道口设置防

控卡点。由于临近春节，进出人员和车辆较多，防控压

力较大。该村以党建为统领，牢固树立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意识，在 1月 11日早上设立卡点时，就在卡点
树立了一面鲜红的党旗，并将村两委会主要工作移至

卡点附近办公。在村党支部的引领下，由村组干部、在

家无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和大学生组成

的志愿者团队，实行 24小时不间断值守，确保进出村
庄人员和车辆信息的采集准确。

随着外地返乡人员的增多，该村对返乡人员实施

居家隔离，由村医与志愿者一道，对居家隔离人员每

天两次体温监测，并及时为需要生活必需品的隔离人

员提供代购服务。该村 5组居家隔离村民孙梦迪家中
面粉吃完，信息发到村组干部微信群后，村组干部立

即安排人员为其购买了一袋面粉及时送达。

“我是郑州商学院的一名大一学生，这次回到

家乡参加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为村里做点贡献、尽

一份力，我感到很充实很有意义。”大学生志愿者

鲁晨迪说。目前丁庄村共有 10名返乡大学生参与
到此次疫情防控中。

“党员干部只要时时处处走在前头，干啥事都会

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次疫情防控能得到这么多

村民的支持，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与村组干部的带头表率作用分不

开。我们坚信，有了全村群众的大力支持，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村党支

部书记朱水彬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梁亚波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杨依

涵）“请大家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或行程卡，到这边来测

量体温！”这是自 1月 5日疫情防控卡点工作启动后，在市
人民医院门口预检分诊处，每天都出现的一幕。在这寒冷的

冬天里，医院志愿者们冒着刺骨的寒风，站在风口处为疫情

防控奉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院内疏导车辆，严把车内每个

人的健康码和体温，做到‘不少一项、不漏一人’。”市人民医

院志愿者们 24小时不间断守候在医院入口车道处。
“您好，请戴好口罩，为您测量一下体温，同时请打

开您的健康码和行程码……”“您好，请问您到医院哪个

科室……”“您好，现在特殊时期禁止探视，是患者陪护

的话，请拿出陪护证明……”在市人民医院随处都能听

到这样的声音，放眼望去，蓝马甲的身影随处可见。目

前，全体志愿者都在医院各个口与“疫”战斗，每班进行

至少 5个小时的工作。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紧张，为了充分做好医院的疫情防

控工作，1月 5日起，市人民医院党员干部、行政后勤人员
充实到疫情防控一线，在门诊预检分诊处、门诊大厅入口、

核酸检测点等重点地方，24小时值守，不分昼夜，嗓子嘶
哑，用实际行动彰显责任与担当。

◆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到幸福巷枫林苑
小区、市政公司 1号院、人口公园对面无主小区看望慰问值
班人员，并对防疫值班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张亚萍 张世龙

◆ 近日，骑岭乡大张村组织人员对村内进行消杀，筑牢
疫情防控的基层防线，切实保障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刚鑫雨 靳莹莹

◆ 1月 11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邀请市人
民医院核酸检测工作人员，携带采样器材到该局对全局干

部职工及物业公司、保洁公司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宋乐义 杭高博

◆ 1月 12日下午，市骨科医院组织疾病预防控制科、
感控管理科、护理部、医务科、安全生产办等相关负责人对

医院核酸检测点、大门入口、预检分诊、门诊、住院部等重点

区域进行疫情防控工作督查。 李浩然 宋晗

◆ 1月 16日上午，洗耳河街道主要负责人分别对辖区
无主小区及各村卡点值班值守情况进行查看，了解存在的

困难问题，并就开展逐户扫码提出指导意见。

李晓伟 丁亚伟

◆ 近日，市公路管理局抽调近 120名工作人员驻守全
市 4个主要干线公路城市出入口、2个家属院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宋乐义 张应霞

◆ 近日，市二高为科学有效地防范疫情，保障全体师生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通过召开疫情防控专题推进会、组织

开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等方式，全面安排部署该校疫情防

控及安全管理等工作。 张亚萍

◆ 连日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迅速响应，按照市委、市
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驻守分包无主

小区开展居民健康码、行程码检测与出入管控，对创文分包

的富民五街沿街商户张贴扫码标识，开展两码排查统计工

作等，扎实筑牢小区疫情安全防控线。 刚鑫雨 陈向好

核酸检测突击队的“管家”们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李根立）“我们连夜行动，为全

村预留 2个出入口设置卡点，吊装了集装
箱房，每天 4人轮流值班，疫情防控一点
也不敢麻痹大意。”1月 10日上午，正在卡
点检查值班情况的煤山街道司东村党支

部书记李增利说道。

根据我市疫情防控最新部署要求，煤

山街道立即召开各社区（村）负责人会议，

坚持以村、社区为重点，扎紧“篱笆墙”，筑

牢防护网，强化硬隔离，防范风险源，确保

广大群众的健康安全。

1月 9日晚上 7点多，在煤山街道疫
情防控紧急会议结束后，各社区（村）和各

小区物业公司纷纷行动起来，集中时间抢

先部署，通宵达旦落实任务，党员干部带

头冲在前、干在先，呈现出争先恐后的工

作场面。

葛庄村党支部书记许中渊一直忙碌

到夜里 11点多，把板房安置到位，才回家
休息。

西东社区南跨幸福渠，北到朝阳路，

东接洗耳河，西临双拥路，面对范围广、人

口多、小区多、压力大的严峻形势，社区党

委副书记李素云紧急召集居组干部会议，

对辖区大街小巷卡口布置、“三无”小区管控、“两委”干部分

包等工作逐项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煤山街道班子成员赵四新连夜带领街道物业办工作人

员，分头到各小区物业公司安排工作，要求只留出入口，封

锁其他大门，按照有小喇叭、温度计、消毒设施等“十有”标

准，完善卡点管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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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晨旭在观察核酸检测人员波动情况

大学生志愿者正在整理疫情防控档案

“立刻赶到！”“这就协调！”“我先顶上！”

“没事别慌！”“大家加油！”……自我市第一

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核酸检测突击队成立以

来，各小组统筹组长化身“全能管家”，他们

夯实责任、争分夺秒，用心、用行动保障院内

外核酸检测有序开展，筑起疫情防控“安全

墙”。

第一组孙晓东：“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核酸检测突击队第一小组作为第一班开

展工作的小组，作为统筹组长，孙晓东深感身

上的责任和压力，他第一时间组织队员们开

会，讨论人员分组方案，制订应急预案，尽量

做到周密安排。

值班当天，孙晓东的身影在各个核酸采

集点穿梭，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当天中午，孙晓东紧急接到某乡镇的核

酸检测任务。执行任务过程中，随着采集量不

断增大，人手严重不足。他立即将情况报给核

酸检测突击队队长王军，调动本组所有机动

小组和第二组机动小组前往支援，一直到晚

上 8时许，才圆满完成 1500余人的核酸检测
任务。

同时，作为火车站核酸采集点整体工作

的负责人，孙晓东每天都会前往火车站查看、

协调，梳理工作中的不足，不断优化流程，合

理调整人员排班。

“他每天晚上都是跟火车站值班的同志

们坚守到最后一班火车，在完成对该班次返

汝人员核酸检测后才离开，回到家往往已经

是晚上 12点多了。”提起孙晓东，同事们由衷
地敬佩。

第二组杨晓伟：“哪里需要，我就在哪里”

“来，放轻松，嘴张开，头往后仰，舌头下

压，很快就好了。”几天来，在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内核酸检测采集点现场，这是第二小组护

理组组长王姿轶给群众采集核酸时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其他队员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群

众自觉排队、间隔一米安全距离，核酸检测工

作有序进行。

这一幕的背后，离不开该组统筹组长杨

晓伟的精心安排。第二小组值班当天，是重新

优化院内核酸检测流程后正式投入使用的第

一天，为确保当天工作的正常开展，前一天晚

上，他紧急集合队员培训，熟练掌握最新的流

程，以便快速为群众答疑解惑。

当天，核酸检测量剧增，杨晓伟在迅速调

派机动人员、增设采集窗口后，又加入到现场

秩序维持中。据统计，当天院内核酸检测数量

达 5300余例。
1月 5日晚，该院接到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的通知，需要立刻启动“三无小区”值

班值守工作，杨晓伟又被指派为第一人民

医院家属院卡点负责人。两项重要任务同

时落在身上，他马上行动，解决家属院值

班岗点所需物资和用电问题，于 7 日一
早，正式开展家属院值守工作，真正做到

了家属院卡点和核酸检测工作两手抓、两

不误。

第三组张小伟：“没有困难，只有办法”

“领导选我当组长，是对我的信任，我肯

定得把这个重任扛起来，想尽一切办法解决

各种突发问题，让领导放心，让队员们安心。”

第三组组长张小伟说。为全力做好核酸检测

工作，张小伟积极向一、二组组长请教工作方

法，借鉴成功经验，查漏补缺，为当日的值守

做充足、完全的准备。

值班当天，由于紧急任务多，车辆、人员

有限，张小伟就开上自己的车带领队员执行

任务，还安排安全保障部的人员加入到登记

开单中。该小组圆满完成计划内任务 5个，临
时任务 2个。

当天晚上，张小伟对白天工作进行总结，

指出优点和不足，提升、优化相关工作，并在

微信群中鼓励大家，坚定坚守到最后一刻的

信念。

后半夜，开单电脑突然出现故障，他马上

联系信息中心人员检修，在信息中心工作人

员张犇的大力支持下，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那天，小伟哥从早上 7点，一直守到次
日中午，像个陀螺一样一直在转，这期间就只

简单吃了几个凉包子和一个鸡蛋。”队员李露

露心疼地说道。

第四组王蕊蕊：“大家都是好样的”

“虽然有前几组的经验，心里大概有了眉

目，但那几天心情还是很忐忑，凡事都得小

心、谨慎。”核酸检测突击队第四组组长王蕊

蕊回忆说。

在上岗前一天的上午，王蕊蕊前往火车

站进行踩点，实地察看了火车站的核酸检测

情况，并与值守火车站的公安人员沟通相关

细节。回到医院后，她又多次到院内核酸检测

点观察后，开始整理工作流程、注意事项、分

组情况。在当天下午的见面会上，她分配各小

组负责人，对具体任务进行分工，确保责任到

人。

值班当天早上 6点 50分，第一组成员已
经集合完毕，完成换装，在 7点 30分前有序
地开始了核酸检测工作。在现场，王蕊蕊一刻

也不敢离开，维持秩序、保障物资供应，为大

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晚上的时候，蕊蕊姐家里打电话说老大

闺女流鼻血流得厉害，家里人想尽办法也不

管用，止不住血，想让她赶紧回去，但她看着

开单窗口长长的队伍，还是选择了留在核酸

检测现场。”该小组队员韩壮杰说。

“核酸采集人员是离病毒最近的人，面对

危险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却，不管是刚换下班

的队员还是新上岗的人员，每个人都抢着

上。”谈起全力抗疫的“战友们”，王蕊蕊满脸

的骄傲。

第五组裴晨旭：“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只有提前准备充足

才能应对。”第五组组长裴晨旭说，从信息登

记、核酸采集、秩序维护、每个环节、每个流程

都很重要，只有通过科学布置力量，合理排

班，才能确保样本采集准确高效。

在值班的数天前，裴晨旭结合医院相关

流程及核酸检测人员波动情况，进行人力调

配；提前组织行政组利用下班时间学习，熟练

开单、出票工作，减轻医疗组工作压力；考虑

到突发入村采集任务风险高、劳动量大，为顺

利完成临时任务，裴晨旭抽调经验丰富的精

兵强将负责外出检测，并严格要求每一组上

岗人员都要经过“岗前培训”，从垃圾处理到

标本报送，从采集登记到消菌杀毒，事无巨

细。

值班当天早上 8点，接到外出突击任务，
裴晨旭立刻联系医技组长张红杰与机动 1组
成员张晓娜动身前往。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继

续留院坚守，时刻观察当天的核酸检测的人

员流量，随时进行人员调整，在人员有限的情

况下，还主动加入开单工作，为专业组采集岗

的同志做好辅助协调工作。

“当天出现了核酸人员突增的情况，晨旭

赶紧调整人员分工应对，引导、维持秩序的护

理组组长刘姿也主动加入采集窗口，为兄弟

组分流压力，圆满完成了核酸检测任务。”该

小组队员李明彦感慨地夸赞道。

高度紧绷、昼夜奋战是他们每天的工作

状态，数百通电话和嘶哑的声音是他们的标

配。这些核酸检测突击队的“管家”们像一面

面旗帜，从晨光熹微到星斗满天，挺着疲惫却

坚定的身躯默默付出、日夜坚守、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从 1月 4日到现在，核酸检测突击
队累计核酸采样 10万余人次。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