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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6日 星期四 阴
战胜疫情，需要大家的共

同努力，当社会有需要时，我们
青年一代就应当率先站出来，
此时不站，更待何时？我已经
决定了，去做一名志愿者。想
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愿中国
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
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
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
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
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抗
击疫情，有我一份！有我们青
年一份！

在共同努力下，于凌晨1点
30左右完成了本次核酸检测，虽
然疲惫，但内心充实。我很荣幸
有机会成为志愿者，在服务社会
中实现自我价值。

2022年1月7日 星期五 阴
接送医护人员，搬运防疫

物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志愿
者一起，对检测地点进行消毒、
布置，第二轮检测有条不紊地
展开。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
与另一名志愿者熟练地配合
着。排队、取票、亮码，没有了
拥挤与焦急，前来检测的业主
准确又快速地录入了信息，检

测工作完成得非常顺利。
虽逢寒潮，乌云满天，今日

心头却格外暖，检测结束，吃过
统一配送的午饭，忽见天空一
缕阳光穿过乌云，应当是人们
对共渡难关的美好祝愿。

2022年1月8日 星期六 晴
因为是周六，学生们大部

分放假，今天带孩子来检测的
家长很多。大概上午 10时，正
是太阳悬起、气温上升的时候，
一个个小朋友排着队，乖巧地
听从爸爸妈妈的安排，前来录
信息。小朋友穿着各色衣服，
让冬天这个冷色调的季节变得
多彩起来，有些小朋友做完检
测后又蹦蹦跳跳地活动起来，
望之心喜。令我爆笑的是，许
多小朋友见到我之后立正站
好，向我问候：“叔叔好！”哈哈，
我这 19岁的“大朋友”摇身变
成了他们眼中的“叔叔”。

2022年1月9日 星期日 阴
出门，看到外面全是大雾，

能见度不到 50米的大雾，遮住
了远处的高楼，盖住了近处的
行人。大雾的到来，给原本就
紧张的人们增添了一些不安，

前来排队检测的业主大多显得
焦急起来。较于昨天，今天又
多开设了一个检测通道，检测
速度加快了不少，部分刚开始
抱怨的业主也渐渐称赞起来，
“真快啊！”“今天速度真快！”这
几句随口而出的话，我们听了
很是心慰。

2022年1月12日 星期三 晴
18点到 20点，天色渐暗，

进出小区人数明显增多，对我
们的考验也加大了，人们争相
亮码，挤在入口处，偶有一位太
爷高喊：“大家不要挤，排队进
入！”人们便动了位置，大致有
了队形，十分配合，令我激动万
分。天完全黑了，风也变大了，
我感到有些冻脚，不禁跺起脚
来，看到这一幕，不少业主在进
出时送来了几句关照的话语，
令我渐渐暖了不少。感谢！

2022年1月13日 星期四 晴
早上“站岗”，看到人们各

自奔出小区，奔向自己的岗
位。疫情之下，人们都在努力
呀。片刻后，看到一位老奶奶
推着小车，车上坐了一个小朋
友，奶奶戴着印有“中国”的口

罩，小朋友戴着印有小星星的
口罩，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进入
阳光之中，这一幕如画一般，动
人且温馨，真想让疫情早点结
束呀！春节将至，快快结束疫
情，让久别的亲人得以团聚吧！

2022年1月17日 星期— 晴
到小区门口，就有一位志

愿者递来一包口罩，问了来源，
她说是爱心企业捐赠的。哇！
看来大家都在尽力付出自己
的一份力啊！我被深深打动
了。也许是大家都习惯了核
酸检测，也许是大家都希望疫
情早日结束，也许是大家相互
体谅，今天的检测工作非常顺
利，无需过多提醒，大家便主
动出示二维码、自觉间隔一米
站队。正在人很多的时候，一
位女士扶着一位老人走了过
来，排队的人们主动为他们让
出一条道路，让这位行动不便
的老人优先进行检测。其间，
大家没有抱怨一句话，相互点
头致意，客气的声音也接连不
断，真是温暖的场景啊。

中午，太阳高悬，寒风渐渐
停了下来，暖意直入人心。看
来，离疫情结束不远了。

“看，咱学校门口的电线杆都穿
上了‘新衣服’呢！”中牟县建设路小
学的孩子们放学后，排着整齐的路
队走出校门。突然一个稚嫩的声音
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在路队中悄
悄传递。孩子们口中的“新衣服”，
就是学校大门两侧的电线杆底部一
米左右，都加上了黑黄相间的防撞
绝缘保护层，远远望去特别醒目，真
的像穿了一件件“新衣服”。

2021年 9月 22日，中牟县公安
局副局长王伟立在例行县城学校
周边环境安全检查中发现，中牟县
老县城建设路小学大门两侧的电
线杆有 6根都矗立在人行道上，并
且还有一道斜拉线正好埋在人行
道中间，另外一道斜拉线横穿人行
道约一米高，安装在线杆上的变压

器和电表箱离地面较低，孩子们触
手可及。“这可是孩子们每天上学
放学的必经之路啊，他们正是活泼
好动的年龄，有意无意就会去触摸
电线杆，搞不好一不小心会被那些
斜拉线给绊倒。”王伟立看到眼里
记在心上，他当即协调电力部门现
场办公，寻求解决办法。经过一番
勘察研判，在电力部门工作人员的
通力配合下，现场拿出解决方案，
用最快的速度把斜拉线转移到合
适的位置，变压器和电表箱抬高半
米，同时给学校大门两侧电线杆都
安装了防撞防漏电保护装置。“多
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给解决了，这
可是彻底消除了我们学校师生的
一大安全隐患啊！”建设路小学副
校长帅锐由衷地感叹。

王伟立：一名公安副局长的护校情怀
“感谢你们培养了一位好警

察，他用‘人民警察为人民，人民
警察爱人民’的服务精神，感动着
我们建设路小学的每一位师生。”
近日，中牟县建设路小学校长刘
伟在给中牟县公安局党委的感
谢信中写道。刘伟和老师们交
口称赞的就是中牟县公安局副
局长王伟立。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梁姗
通讯员 袁云亮 王丹青 文/图

随着一件件“棘手事”
得到有效解决，建设路小学
周边环境大大改观，安全隐
患急剧减少，给全体师生营
造了安全舒适的社会氛
围。“王局长给我们学校专
门建的有群，只要学校遇到
需要帮助的问题，发到群

里，他看到后事事有回应、
件件有落实。”学校德育负
责人王丹青指着微信群说，
“王局长每天还会往群里发
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激励
我们弘扬社会正能量。这
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却温暖着建设路小学全体

师生的心。”
“与其事后补救，不如防

患于未然，提前把问题消灭
在萌芽状态。”王伟立说得很
实在，做得也很实在。他忠
实履行着一名人民警察的责
任和使命，守护着一方百姓
的平安。

解决“老大难”线杆“穿新衣”

为孩子让道 老报亭南移
建设路小学所处的荟萃

路是一条次干道，出校门向
东大概100米，在学校同侧的
荟萃路与南北主干道建设路
交叉口的人行道上，坐落着一
座墨绿色的报亭。这座具有
时代意义的报亭有一些年头
了，坐落的位置非常显眼，正

好占据了孩子们从人行道到
主干道的重要等待区。每到
放学时间，接孩子的家长和等
家长的孩子拥堵不堪，十分混
乱，有的孩子甚至会跑到快车
道边缘等待家长，存在安全隐
患。学校负责人屡次和有关
部门协商未果。王伟立得知

这一情况后，主动到现场进行
协调沟通，开报亭的老人主动
把报亭向南移动了 10多米，
空出来一个足以让孩子们路
队解散后的等待区。“人行道
路口瞬间敞亮了，我们来接孩
子的时候，心情也变得敞亮
了。”家长们开心地说。

舒缓道路拥堵 延长绿灯配时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

还要等一等。”这是每个孩子
都耳熟能详的交通规则。在
建设路小学东侧路口的红绿
灯，由于是次干道，配时较
短，每到上学放学期间，等待
一个红绿灯，往往会造成数
百米的拥堵，过往路人及附
近居民都苦不堪言。孩子们
幼小的身影夹杂在拥挤的人

流车流中，看着就让人提心
吊胆。“说实话，我们和王局
长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心
里是忐忑的，觉得这样的小
事，不知道王局长会不会管，
谁知他很快就落实解决了。”
刘伟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略
显激动。

接到建设路小学关于上
下学高峰期学校路段拥堵问

题的反映后，王伟立立刻带
着交警指挥大厅工作人员现
场调研，实地检测人流车流
量后，根据实际情况，在上下
学高峰时段，适当延长了绿
灯配时 10秒，很大限度缓解
了该时间段的交通压力。路
不堵了，看到孩子们能够安
全过马路，老师们悬着的心
也落地了。

多少“棘手事”落地有回声

李子晗：志愿者日记讲述抗疫故事
1 月 19日下午，记者在

中牟县益奉社工服务中心长
城志愿者服务队采访了解到，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
2105班李子晗，虽然刚加入
团队不久，7天时间坚守在广
惠街街道东方润景小区核酸
检测采样点，用7篇日记真实
记录了自己参与抗疫的心路
历程和心得感悟。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