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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面对这场疫情防控硬仗，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勇于担当，守
土尽责，集结队伍再出征。

1月 5日晚，新郑市紧急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时间紧，任务重，按照局党
组部署要求，60余名党员志愿者纷纷
踏雪逆行，当晚 10点钟准时下沉到新
华路社区的6个核酸检测点，协助开展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在接到郑栾高速新郑西站高速口
的疫情防控任务后，6日下午，新郑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又组织200余人，再
次义无反顾地分批驻扎到郑栾高速新

郑西站交通服务站，开展离（入）郑交
通站点的疫情防控工作。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
记、局长赵淑梅既当指挥者，又做战斗
员，第一时间来到服务站指导大家开展
工作。她强调，所有工作人员一定要认
清疫情防控严峻形势，提高政治站位，
从严、从紧、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做到一丝不苟，严密防控，24小
时值班值守，以万分的责任担当杜绝
万分之一的隐患，切实守好守牢疫情防
控防线。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白志煌 文/图

本报讯“近期如果有从中高风险
地区返乡人员，请主动向村委会报
备。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非必要不外
出，请做好个人防护。”这是孟庄镇各
村的微信群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是谋发展、稳增长、惠
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牢牢守住
的底线，孟庄镇用“四个毫不放松”抓
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常态化各项工
作，坚决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一针
一线织密疫情防护网，维护好辖区群
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毫不放松守好外防输入关口。实
行“划分管区+科级领导+支部书记+党
员代表+志愿者”的管理模式，全镇党员
干部责任上肩，挺身而出，志愿者主动加
入，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坚决杜绝
无人过问、无人值守、无人管控等情况的
发生，实现疫情防控全覆盖、无遗漏。

毫不放松落实联防联控措施。压
实压紧“三级”包保责任，聚焦元旦春
节期间返乡人员，进行地毯式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的全面排查，做到底数
清、底册明，坚决杜绝漏控、瞒报、迟

报、不报、摸排不清楚等现象的发生。
累计排查出近期国内返乡人员480人，
集中隔离13人，居家隔离211人，解除
隔离47人。

毫不放松强化社会层面防控。抓
细抓实人员密集型场所环境清洁、消毒
通风、人员防护、扫码测温、客流量控制
等常态化防控措施，并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其他非生活类必需场所一律暂时停
业，不断夯实疫情防控主阵地；坚持非必
要不聚集、非必要不举办、非必要不离新
郑原则，最大限度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毫不放松压实防控责任链条。树
牢疫情防控“一稳皆稳、一失皆失”理
念，扛牢属地监管责任。自核酸检测
工作启动以来，孟庄镇在每一轮全员
检测前都会精心谋划、详细部署，在前
期汇总信息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再核
对、再摸排，确保核酸检测全覆盖、无死
角，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检测现场扫
码、信息预登记、秩序维护等工作在镇
村干部和志愿者协调配合下有条不紊
地进行，高效有序完成了三轮全员核酸
检测，坚决筑牢人民群众安全屏障。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本报讯“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
扫一下这个核酸检测登记二维码，您
在这里输入个人信息填报，输入完信
息，点击报名登记就可以了。”1月 5日
晚上9点左右，新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志愿者正在帮助排队等待核酸检
测的群众进行核酸检测预登记。

按照新郑市疫情防控工作安排部
署，1月5日晚,新郑市文广旅体局紧急
集结50名志愿者奔赴新华路办事处五
宅庄、张玉庄、府西路三个检测点位。
夜晚室外温度已接近0摄氏度，但志愿
者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仍旧不减，集

结完毕，奔赴各自工作点位。
不少志愿者都是多次参与全员核

酸检测工作，但都始终如一，按照职责
分工，不厌其烦重复着秩序维护、扫
码、验码、测温、核酸检测预登记使用
引导等工作。面对行动不便的人员，
大家主动靠上前，通过精准、精细、精
心的服务，让居民在核酸检测采样过
程中更舒心、更安心、更暖心，也在温
情服务中不断提升了群众对疫情防控
群防群控的参与度和认可度。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宁

本报讯 1月 8日，按照上级通知，
新郑市教育园区（龙湖镇）小乔社区开
展第三次全员核酸检测。时间紧，任
务重，小乔社区巾帼志愿者服务队迅
速集结，组成巾帼志愿者服务小分队，
积极配合小乔社区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为保障全员核酸检测顺利进行贡
献“半边天”力量。

喜喜月子中心负责人反映有一些
宝妈因为刚刚生产完、身体虚弱等原
因不宜出门参加全员核酸检测，小乔
社区妇联组织志愿者迅速集结，第一
时间到月子中心为宝妈和家属进行核

酸采样服务。
小乔社区辖区面积大，常住人口

和流动人口多，核酸检测任务重，为保
证按时保质完成核酸检测任务，镇政
府领导张春旺认真部署，小乔社区党
总支书记赵留喜、社区支部书记赵国
俊和社区“两委”积极响应上级要求，
迅速在社区设立核酸检测点 38个，早
上7点准时开始第三次核酸检测。

志愿者服务队耐心引导社区居民
填写个人核酸检测信息，确保核酸检
测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记者 杨宜锦

1月9日清晨,漫天大雾，早上 6
点，薛店镇卫生院灯火通明，各核
酸检测点位纷纷前来接送医护人
员、领取检测物资。6点 30分，薛
店镇 29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全部准
备完毕，7点，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
正式开始。

“请大家戴好口罩排好队，提前
扫码，保持一米间距。”在石材城点
位，志愿者用小喇叭耐心地提醒前
来检测的居民，还不时组织工作人

员、志愿者走街串巷，动员群众抓紧
参加核酸检测。

“您好，我们是薛店镇疫情防
控工作人员，请开下门，我们需要
检查一下您的健康码以及核酸检
测情况。”开展“敲门行动”，镇村干
部带领志愿者走街串巷，走访空巢
老人、残疾人、孕妇等行动不便人
员，上门进行核酸检测，开启温情
服务“最后一米”，确保应检尽检、
有速度更有温度。

核酸检测有速度更有温度

本报讯 1月 10日 20时 30分，
新郑市新建路街道东关街社区疫
情防控专干范艺博收到辖区居家
隔离人员反映，家中孩子吃东西被
卡住，需要立即就医。收到信息后
范艺博一边向街道办疫情防控指
挥部报告，一边骑着电动车赶到居
家隔离人员家门口。

街道办指挥部收到信息后，第一
时间向新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
得到“紧急情况居家隔离人员可以就
医，全程闭环”的指令后，新建路街道
主要负责人周密安排，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负压车也在 5分钟内赶赴居家
隔离人员楼下。

20时45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负压车到达居家隔离人员楼

下，范艺博协助居家隔离人员做
好防护措施后，陪同其一家三口
前往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到达
医院后范艺博和医院对接，陪同
隔离人员走紧急通道，就医确保
全程闭环。

次日零时 30分，孩子经过检查
治疗确定已无大碍后，范艺博又和隔
离人员一家三口乘坐一直在外等候
的负压车返回。

此刻，夜已深，雾正浓，时钟指
向凌晨 1点，走在返回的路上，负压
车打着双闪缓缓行驶。看着车上已
经入睡的孩子，范艺博长长地松了
一口气。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张晓辉

本报讯 1月8日上午，有3名“歪
果仁”穿梭于郑州西亚斯学院核酸检
测现场，进行着引导居民扫码维护秩
序等工作。

这 3名志愿者是郑州西亚斯学
院的留学生，他们分别是来自塔吉克
斯坦的万州（中文名）、来自巴基斯坦

的狮子（中文名）和来自喀麦隆的路
易斯（音译），分别就读于该校的旅游
管理和国际贸易专业。

虽然学校已经放假，但是还有
部分教职工及其家属、后勤工作人
员在校内开展正常的工作学习，
在核酸检测中他们主动请缨，通过
志愿者的方式加入到战“疫”的行
动中。

3名志愿者分工明确，对待手里
的任务绝不含糊。狮子在听到有志
愿者招募的时候第一时间报了名:
“如果能尽我的努力帮到大家，我觉
得很充实，我的父母知道后也很支
持。”他这样说道。

路易斯和万州也向记者坦言：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提供一些帮助，
同时希望疫情早点过去。”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芳芳 逸枫 刘禹 文/图

城管局
巾帼志愿服务队助力核酸检测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为减轻社区工作压力，
解决一线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按照
新郑市委组织部下发的号召市直机关
干部协助开展核酸检测的通知要求，
新郑市城管局巾帼志愿服务队迅速组
织党员干部奔赴各个核酸检测点协助
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在仓城路幸福港湾核酸检测点，
志愿者在城管局妇委会主任史春霞的
带领下，积极协助核酸检测工作人员，
维护现场秩序，确保整个采样过程井
然有序，快速高效。

1月 7日凌晨，志愿者发现有位行

动不便的市民来做核酸检测，积极协
调新华办双龙寨社区工作人员寻求照
顾，帮助其来到医护人员旁边，在不下
车的情况下优先进行检测。志愿者们
的行为获得了新华办主任郑纪州和现
场群众的一致好评。

史春霞说道：“疫情防控下，没有
旁观者。我们巾帼志愿服务队将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践行脚步
丈量城市‘服务零距离’，不畏严寒、
坚守岗位，和全市人民一起并肩作
战，共同为新郑市疫情防控工作贡献
城管力量。”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唐晓永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迎风霜 抗疫情 尽锐出战守安宁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50名志愿者集结赴“疫”线

小乔社区
为全员核酸检测贡献“半边天”力量

孟庄镇
“四个毫不放松”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齐心协力守护家园

哪里有需要就奔向哪里
新郑市志愿者筑起“防疫长城”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在一个个逆
行的背影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
身着“志愿红”“防护白”，他们用爱心与奉献筑起“防疫
长城”，他们勇往直前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沈俊霞 洪春霞 巴卫锋 文/图

大事难事看担当 逆境顺境看责任
早上 7时，天还未亮，梨河镇

新蛮子营村党支部书记已经站在
话筒旁，一刻不停地招呼着村民，
通知大家早上急着上班的人先
做核酸，让其他人先回家等候，
让老人和孩子多穿些衣服。他
耐心地重复着，语气温和而有力。

新蛮子营村党支部书记带领
大家致富的同时，体现了一名优

秀退役军人的榜样作用。在这个
抗疫的关键时刻，他始终奋战在
防控第一线，带领着全村党员干
部、志愿者对辖区内的外来人口、
外来车辆进行地毯式排查登记，
积极对从疫区返乡的村民进行宣
传引导，做好隔离工作。他表示，
作为退役军人，要保持军人“本
色”，永远为百姓守好防线。

最美夫妻档 抗疫勇担当
辛店镇鲁楼村，有这样一对夫

妻，他们相互鼓励、携手前行，为抗
疫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对夫妻
就是王晓利、鲁俊涛夫妇，王晓利
是一名信息录入员，丈夫鲁俊涛是
缓冲区维持秩序的一名志愿者。

天气寒冷，一天工作下来，夫

妻二人腰酸背痛，手脚冻得冰凉，
但是他们从来不叫苦、不喊累。女
儿鲁雯放假回到家，也被爸妈的行
为感染，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陪
爸妈一起抗疫。在这之后的每次
核酸检测中，一家三口携手，为村
民提供最好的服务。

好样的！
浓雾中新郑上演4小时紧急救援……

正式“上岗”新郑外籍留学生助力核酸检测

从严从实落实防控措施 全力以赴筑牢防疫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