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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防控

致敬郑东最美“逆行者”筑起防疫的坚强长城

一是多渠道宣传，强化入户
宣传效应。当大家都足不出户自
我隔离的时候，海马公园社区全
体干部深入小区，在每个小区、每
个楼道口张贴防控疫情通知 120
余份，社区干部在辖区内悬挂防
疫宣传条幅 6 条，利用辖区单位
LED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疫情防
控宣传标语，到各楼院发放倡议
书和车牌提示单，普及防控知识，
引导居民自觉佩戴口罩，减少外
出活动，将防疫工作进展和疫情
防治方法及时传递给每个居民。

二是拉网式排查，发挥群防群
治作用。建立海马公园疫情防控临
时党支部，发挥群防群治凝聚合
力。发挥在职党员、支部党员、居
民代表、物业等作用，发动社区居
民一旦有湖北（武汉）返郑人员情
况，及时向社区报告，取得很好效
果。根据办事处要求，社区还开展
了“小菜篮”党员志愿者队伍活动，
“四个一”关怀服务，每天一个慰问
电话、每天一次生活慰问、每天一
次体温测试、每天一次垃圾回收，
并联合辖区爱心企业对居家隔离
人员捐赠生活物资，让居家隔离人

员感受到政府的关怀。
三是人性化服务，情暖群众心

间。海马公园社区在一期设置无人
售卖便民服务点，提供新鲜的蔬菜，
不降低辖区居民生活质量。社区对
居家隔离人员，建立一户一专班管
理小组，逐户明确牵头负责人、直接
联系人，建立专班微信群，负责隔离
人员的管理服务事项。

四是多种举措，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在居家隔离观察家庭门口张
贴标牌，标注隔离观察期限、人员流
动信息、管理服务事项等，用不同标
识区分来自湖北等重点疫区和省
外、省内其他地区情况，如用红色标
牌标识来自重点疫区、黄色标牌标
识来自其他地区人员等。

在隔离观察住户楼院的公示
栏、楼栋口，公示本小区、本单元隔
离人员楼层户号，动员组织群众监
督，主动报告异常情况，及时消除防
控隐患。对隔离人员的个人信息严
格保密，不得外泄，让他们感受到社
区大家庭的温暖。

下一步，海马公园社区将做到
力度不减、标准清晰，继续做好社区
的防控工作。

罗福贵，现担任郑东新
区白沙镇大雍村支部副书记
兼村会计。作为一名村干
部，他时时处处以党员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其饱满的
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
优异的工作成绩，得到广大
干部群众的普遍好评。

1月 23日下午，镇包村
领导传达镇党委、镇政府会
议精神，为阻断新冠肺炎疫
情的蔓延，要求全体村组干
部春节不放假，在村临时过
渡安置区设卡设防，保障村
民生命安全。在疫情防控刻
不容缓的紧迫形势下，罗福

贵毫不犹豫地冲在了第一
线。

按照白沙镇疫情防控指
挥部的指示精神，村委会第一
时间在过渡区主要道路设立
了防控卡口，全体村组干部、
党小组长、监督小组分三班轮
流值班，每班值24小时，罗福
贵是第三班组长。罗福贵几
年前检查出来患有慢性白血
病，目前仍未手术治疗，只是
依靠药物保守治疗。同班同
志都劝他早点回家休息，他却
说：“新冠肺炎防控形势严峻，
防疫防控卡口是全村的第一
堡垒，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

保障村民的生命安全。”
面对大雍村的疫情防控

工作，罗福贵深感肩上责任重
大，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每天都开巡逻车用喊话筒一
遍又一遍给村民宣传注意事
项，严厉批评聚众打牌群众，
耐心劝返走亲戚、外出村民，
即使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配
合，他还是花很大力气重复
劝导，不言放弃。从设立卡
点到分班分组，从宣传预防
到后期数据上报、后勤保障，
每一项工作都有罗福贵的身
影，常常因为腰疼到后半夜
才能睡着，但他从来没拿身

体方面原因为借口，始终坚
守岗位、无怨无悔。

从 1987年至今，罗福贵
在村里工作了 30 余年。
2003年“非典”时期他是村
里的年轻干部，坚守岗位、满
负荷工作；17年过去了，全
国再次遭遇疫情，不再年轻
的罗福贵仍然冲在大雍村疫

情防控第一线。
防控疫情是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疫”。罗福贵没有华
丽的言语，只是默默坚守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在国家危
难、人民需要的紧要关头舍
弃自我、挺身而出、英勇奋
战，成为抗击疫情的排头兵、
人民群众的主心骨。

17年前“非典”坚守一线 这一次又冲在最前方
白沙镇大雍村支部副书记兼村会计 罗福贵

金光路办事处贾陈社区
党支部书记周留山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在疫
情防控的“火线”上践行初心
使命，带领社区干部不间断
向群众发放公告、通知、倡议
书、防疫知识手册等，并联合
社区物业每天向居民播放宣
传疫情防控措施，消除群众恐
慌。疫情防控期间，以组长为
单位入户地毯式筛查，核实社
区内自湖北返乡人员，并将摸
排结果登记上报，加强监测。

根据上级工作安排和社
区实际情况，周留山多举措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一是科

学设点执勤。在社区出入口
科学设置疫情防控监测点，组
织社区“两委”成员、居民小组
长、广大党员、志愿者力量，设
立“岗位值班”制度，即党员先
锋突击队岗、村组干部队伍岗
和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请战
岗。合理排班安排值班人员
24小时轮流值守，劝导出入车
辆和人员，对流动人口进行登
记和测温，为社区群众铸起了
安全屏障。二是开展摸排上
报。聚焦“外来人口”这个重
点，组织社区干部，联合社区
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持续开
展外来人口摸排上报工作。

目前，贾陈社区共排查出外来
人员 736人，外地返郑人员9
人，已安排专人负责，采取居家
隔离监测观察。同时，劝导群
众取消各类集体聚餐活动并进
行严格监管，组织干部对群众
聚集闲聊、聚众打牌、走门串
户的现象进行劝导和分散，
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贴上了“护身符”，在“内防扩
散”上筑起了“安全网”。三
是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周留山带头做群众思想工
作，宣传防范知识、解读政策
措施，句句充满热度的语言，
转化成社区居民疫情防控的

行动自觉。一次次铿锵的动
员，凝聚了党员干部和广大
群众疫情防控的坚强力量，
使疫情防控宣传更深入人心。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周留山带头站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
位；带头发扬无私无畏、不畏艰

险、挺身而出、顽强拼搏的精
神；带头坚守岗位，扎实工作，
自觉经受政治考验和党性检
验，全力以赴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为社区的党员干部树立榜
样，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和挡风
遮雨的顶梁柱，不断坚定全
村人战胜疫情的信心决心。

先锋引领聚合力 疫情一线勇担当
金光路办事处贾陈社区党支部书记 周留山

“疫情就是命令！疫情
面前讲政治，黄家门村所有村
干部成立抗击疫情突击队，
无条件服从安排，明天早上
（大年初一）9点到岗执勤。”
这是 2020年 1月 24日晚收
到上级疫情通知后，黄志伟
召开村级紧急会议的要求。

30岁的黄志伟，是一名
服役 5年的优秀退伍军人，
也是黄家门村的党支部书
记。作为新上任的年轻支部
书记，他讲政治敢担当，创新

方式开展工作，将班子成员
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用
合作共赢的方式，将村民的
心和手带动起来。

自新冠肺炎防疫战打响
以来，黄志伟积极响应龙源
路党工委的号召，带领村上
仅有的 11名干部和党员组
成了抗击疫情突击队，统
筹开展检测点执勤、外来
人员排查、公共区域消毒、
宣传单派发张贴等各项疫
情防控工作。为保护村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
决抵制疫情进入小区，黄
志伟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
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每天
白天上岗，夜晚值班，每天
睡眠不足 4个小时，处处身
先士卒，奋战一线，对外来
车辆进行检查，对外来人
员来访测量体温。劝导本
村村民尽量减少外出，进
一步阻断疫情传染，切实维
护群众生命安全。

在口罩等防护用品紧缺

的情况下，黄志伟将前期通
过个人渠道购买的口罩等防
护品，发放给村干部和党员

使用，并出资购买慰问品，为
龙源路辖区各个卡口的工作
人员送去温暖。

吹响抗击疫情号角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龙源路办事处黄家门村党支部书记 黄志伟

1月 23日，郑东新区紧
急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部署会，打破了一切平静。
作为分管卫生工作的王刚强
被任命为杨桥办事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副组长兼

办公室主任，也是自这天开
始，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自 1月 23日办事处疫情
防控工作开始以来，王刚强始
终坚守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
线，组织人员逐户对返乡人员

进行排查，并建立了相关台
账。共排查出重点地区返乡
人员37人，其中湖北19人（武
汉3人）、南阳13人、周口4人、
驻马店1人。为安抚这些人
员，王刚强亲自上门给他们做
思想工作，劝导他们配合工作
人员进行检查并自觉隔离。

每天上午，王刚强都要
对辖区各村的防控工作进行
检查，下午又要召开疫情防
控工作例会，对当天工作情
况进行汇总，查漏补缺。半
个多月不曾回一次家的他，
总是乐呵呵地说：“只要我们
齐心协力，没有跨不过去的
坎，这场防疫攻坚战，胜利一
定是我们的！”

抗击疫情 勇当先锋冲在第一线
商都路办事处海马公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穆德春

“不回家”的指挥部副组长
有难题第一时间冲上去
杨桥办事处副科级干部 王刚强

每一场特殊战斗，都需要一批英勇的战士。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里，他们挺身而出，逆行而上。这些最美“逆行者”，用他们的坚
守与奉献，构筑起一道道健康防线，让群众真切体会到什么是无畏、坚韧和奉献。

从本期开始，《郑东时报》将陆续为您带来最美“逆行者”的故事。 记者 马燕 王阳 文/图

“社区的红黄标识一定
要及时调整到位！”3月 17
日，龙子湖街道办事处主任
助理、执法中队中队长崔鹏
一大早就来到磨李社区开
展工作，“社区防控无小事，
越是到关键时刻，我们越要
细心重视。”

肩扛责任心不忘，临危
受命显担当。疫情暴发以
来，龙子湖街道办事处全力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龙
子湖基层工作人员的一分
子，崔鹏始终牢记心中的使
命。“这个时候我不能退！”

困难在前，临危受命，崔
鹏主动挑起了磨李社区卡口
负责人、临时党支部书记的

担子，组织带领工作人员和
党员志愿者为过往居民量体
温、做登记、贴红黄标识，为
居家观察人员提供“四个一”
暖心服务并随时做好准备处
理突发状况，紧要关头，这一
干就是 30多天，吃住在岗，
坚守一线。

崔鹏作为磨李社区的
分包干部，疫情面前始终没
有放下社区的工作。“社区
的房子分配还有什么问
题？支部选举进行得怎么
样了？”崔鹏在社区里挨家
挨户走访居民，耐心听取他
们宝贵的建议，“要听到居
民的心声，把工作干好，他
们满意了，我的工作才算真

正完成了。”
在龙子湖人团结一致、

昼夜不停地坚守下，疫情防
控迎来了新的阶段，复工复
产及办事处各项工作都开
始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保
障居民安全的情况下，让大
家尽快回归正常生活，一定
要做好相关的工作。”一方
面是防控，另一方面是民
生，紧急关头，崔鹏再次临
危受命，化身“拼命三郎”，
全心全意投入到一场场接
踵而来的战斗中：污染治
理、沿街门店环境卫生、工
地的黄土裸露问题……在
环保工作中，他是一名环
保卫士；车辆违章处理、各
项违规整治，在执法工作
中，他是一名执法英雄；维
护交通秩序、保障社区综
合环境，在“路长制”工作
的总督导中，他是一名道
路使者。

“作为一名党员和基层
工作者，我将尽我所能，全
力以赴保卫我们身后的群
众。危难当前，只要还有一
丝危险，我都会坚持战斗下
去。只要党和人民一声令
下，我愿冲锋在前！”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社区作为和
谐社会“最后一公里”、抗疫情零距离主力军，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商都路办事处海马公园社区党支部书记穆德春身先士卒、
勇当先锋，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磨李的守护者“疫”线的“拼命三郎”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主任助理、执法中队中队长 崔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