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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待在家里，不要外出，有外来人员尤其是湖北
来的人马上报告……”近日，在商洛市镇安县西口
回族镇社区庭院、农村卡点，党员先锋巡逻队化身

“广播员”，积极投身抗击疫情的最前线，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词。

连日来，西口回族镇发起“防控当先锋 党员带
头行”倡议，号召全镇 12个党支部 442名回汉族党
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
范作用。在西口回族镇 12个党支部中，全部采取部
门机关支部干部、村“两委”干部、网格长、网格员、
划分党员责任区 58个，实行党员分片包干制，形成
了网格化管理，全覆盖登记排查，全方位服务引领，
及时掌控辖区人员动向。

这些天来，党组织成为回汉族群众的主心骨。
各村党支部还安排村上的党员每天两次电话关心
居家隔离人员的情况，送上米、面、油、调味品等
生活必需品，及时安抚他们的焦躁情绪，为居民
群众做好解释沟通工作，使党组织成为回汉族群
众的“主心骨”。 □辛恒卫 安明海

小镇有支党员防疫队

2月8日，在西安市爱在路上公益服务中心志愿
者协助下，广州秦翌轩咨询有限公司为陕西周至县
富仁镇捐赠100桶共计两吨的84消毒液现场被发放
完毕。志愿者前后忙碌了近5个多小时，将一桶桶社
区、单位急需的防疫物资搬运到需要的地方，用行动
共抗疫情，用爱心传递温暖。 □尚鸿珠 赵芳 摄

“李书记，我是王宏斌。车间要求休假不能回
家，可我治心脏病的药快吃完了，不敢间断呀……”

2月 3日 7时许，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绥德工电段富县综合维修车间党支部书记李龙接到
洛阳村站值守职工王宏斌的电话。

“你放心，我现在就来想办法！”
去年建成的洛阳村站，地处甘中线一个山沟，是

延长石油公司运送石油的专用线。车站离富县县城
约 20公里，平时买生活用品都得开车去县城。王宏
斌有心脏病，搭了 7个支架。由于疫情影响不能回
家，他想让人把临潼家中的药捎过来。

放下电话，李龙立即联系富县东车站值班员，了
解当日列车开行情况。当得知K560次列车在临潼
停车的消息，他及时与王宏斌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12时15分，王宏斌的家属赶到临潼站，将药交给
K560次列车长……14时 28分，K560到达富县东车
站。接站的李龙从列车长手中接过药物，驱车向洛
阳村值守站疾驶……

15时12分，王宏斌接过辗转五百里路送来的药，
紧握着李龙的手说：“这送来的不仅仅是药，而是组
织的关怀，更是我的命呀！” □谭永良

接力送药五百里

家住安康市镇坪县牛头店镇的朱燕芳是一名90
后，也是一名共产党员，2019年自延安大学毕业后，
就职于中国水电十五局建筑工程公司。

朱燕芳老家所在的牛头店镇与湖北多个地区接
壤，很多村都有互通往来的小路，而这种藏在大山里
的小路，就给基层防疫工作增加了负担。朱燕芳的
母亲担任村干部，经常忙碌在抗疫一线，难得回
家。这样的工作环境与严峻的挑战，还有基层干部
的工作状况都被朱燕芳暗自记在心里。

2月 9日，朱燕芳主动联系他们家所在的前进
村四支队伍，表示自愿捐赠 2000元，为抗击疫情献
出自己的力量，希望与大家共克时艰。她说：“刚刚
开始工作，没有什么存款。只能尽自己一点力，希
望给在一线的叔叔伯伯、基层干部们增加一点点助
力，晚上值班能多口热汤喝……” □倪静

“希望让大家多口热汤喝”

“我们没有钱捐赠，只有一份力气。医护人员下班，能送他们回
家，让他们感觉暖暖的，就知足了！”西安“爱心车厢”交通抗疫支援队
队员李永兰道出了的哥的姐的心声 ——

你在一线战疫情，我送你们回家！
1月 29日，西安市出租行业“爱心车

厢”交通抗疫支援队成立。十多天来，400
辆出租车免费接送医护人员，成了西安一
道特殊的风景。

我也怕被感染

刘卫是西安出租车行业“爱心车厢”
的发起人，免费接送 80岁以上老人的善
举，在他的倡导下，已经在 9000多辆出租
车推广。

2月 7日，西安市交大一附院护送第
四批赴鄂医疗队出征。前一天，在接送大
家时，刘卫听到最多的话是“职责使然，必
须去！”但他能感觉到他们的担心。“我昨
天晚上一夜没睡！”“我没给父母说，只是
给我弟说了！”“还瞒着老公呢！”…… 医
护人员的只言片语经常让他鼻头酸楚。

参加抗疫志愿队，家人因孩子小不
同意，他总是用“我会做好防护的”，为

家人宽心。
可他知道，不是小心就没事的。
晚上到家门口，他总是把外衣、外裤、

鞋子装进塑料袋，进门冲完澡才同大家说
话。11个月零4天的女儿咿呀学语，示意
抱抱，他只能远远看着。

危险面前抢着上

的哥王锋利是中国好人，20万元拾
金不昧的佳话在行业无人不知。

这些天，同事碰见他经常开玩笑，
“你这是‘抢红包’么，做好事也给我们
留点余地。”

“就是抢红包！”王锋利最近拉西安交
大一附院心脏科护士石玉芬时，她也很有
感触。前几天，他们科室群里发出到传
染门诊支援的号召，需要一名护士。她
第二个报名，最后被同事抢走了名额。

这些天，王锋利经常能听到医护人员
聊天，全科室护士抢着报名去武汉，明天

就要去一线传染门诊，时刻等待着准备出
发等话语。在危险面前，大家抢着上，他
能做得就是多拉快跑。

如果顺路，时间点也合适，两人一起
送。医护人员下车时，附近若有其他护士
上班，顺手再拉回来。 带上防护手套，查
看微信群里的接送信息不方便，他就把右
手大拇指剪开。王锋利走心做事，不少的
哥模仿跟进。如：担心医护人员有顾虑，
车体一人次消毒一次，登记信息的本子和
笔他都当面消毒。

我们只是二线

李永兰是坚守西安交大一附院两名
夜班司机之一，也是抗疫支援队，西汽第
一分队百名司机中仅有的几名的姐之
一。家住高陵区马家湾，可她坚持要上夜
班。理由是大半夜护送女孩子回家，大家
会感觉更安全。

每天下午 18 时，她从家里准时出

门。夜班本是晚上 21时上班，可她总是
早去2个小时。

她说，接医护人员上班是大事，至少
早到 10分钟，他们才不会迟到。小学文
化程度的李永兰，讲不了大道理。同医护
人员交流不多，只是倾听。

2月 8日，一名护士上车后，眼圈通
红。原来对方放下了两岁孩子要去支援
武汉。“都怕，谁不怕呀！”她哭了，对方也
哭了。接、送，在近百人次的往返中，她收
集了很多感人事迹。

凌晨 2点回到家，她经常把一些素材
写下来，分享给读大学的儿子。短短几
天，她明显感觉儿子变了很多。每天一大
早，儿子把车擦拭得干干净净。再晚回到
家，迎接她的都有大大的拥抱。

五星级驾驶员、的哥邱健说，医护
人员奋战在一线，自己充其量算二线。
尽一份力，孩子看在眼里，对他们有好
处，就值得了！ □本报记者 薛生贵

搭把手，让爱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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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杨丽萍同大多数铁路职工
一样，赶上最后一批内部招工。工作 28
年来，她一直奔波在铁道线上，列车线路
有调整，但她工作一直是列车员。

杨丽萍最近火了起来，还得从一段
10秒视频说起。

“我们已经到达武昌车站了，站台
上空无一人，你妈妈在值夜班，这会在
立岗……”1月 23日晚 11时 49分，杨丽
萍值乘的广州至汉中的K770/67次列车
车停武昌站，杨丽萍下车立岗。这时，
同行的乘警长、她的爱人周小弟走过来
说，女儿打电话要求拍视频，看看“有没
有听话”戴口罩。

第一次拍视频，杨丽萍不知说什么，
只能由丈夫自导自演。该视频被网友发
到抖音上，短短几天，100多万点击量，近

6000人点赞，100多条祝福留言。
这些年，杨丽萍经历过 98 抗

洪，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雪
灾和汶川大地震。 17年前的“非
典”疫情，是有提前预案的，口罩、
手套、随车医生都配备齐全。然
而，今年这次却很突然，当意识到
要买口罩了，在广州的药店根本
买不到。最后，还是爱人托人送

来两只防雾霾口罩。
戴上口罩，作业标准上了“等级”。
1月 23日，广州发车前，他们提前半

小时到车库，给车厢内部消毒。发车后，
原先一小时检查打扫一次厕所，变成了
半小时一次。车厢清洁次数，也比平时
多了一倍。提醒乘客佩戴口罩、车进站
后不能下车，更是记不清有多少次。

这些天，他们尽管多次洗手，但根本
达不到专家的消毒标准。

“我要保证 66个铺位的乘客安全！”
杨丽萍说，列车员工作很琐碎，一会碰笤
帚、一会碰拖把，一会换票、一会整理被
褥，好不容易坐进乘务间，屁股还没坐热，
不是有乘客咨询，就是该到车厢检查了。

杨丽萍值乘的列车，沿途三分之一
的运行时间在湖北境内，南去终点站是

广州。按照防疫标准，应该佩戴手套，配
备护目镜、防护服，然而，工作的性质根
本不允许，只能多洗手“预防”。

武汉长江大桥，新中国第一座现代
化桥梁。大桥位于武昌火车站西北方
向，南去列车限速驶过大桥意味着即将
到达武昌站。

哒哒哒，哒哒哒! 65秒，列车减速经
过 1200米大桥。在平时没什么感觉，可
在武汉封城第七天似乎有点不一样。

1月 31日凌晨 3时许，列车即将通过
武汉长江大桥。杨丽萍突然想起前方武
昌没有一人的站台，心里多少有些害
怕。这时，她起身去检查厕所，清理洗脸
间转移视线。

1月 23 日以来，他们车组多次经过
“没人”的武昌站。从第二次起，大家不
用下车立岗，风险大大减小。她利用 20
多分钟的等待时间，把四个卫生间和两
个洗脸间清洗消毒一遍。

经历过“非典”疫情，她积累了一定
的应对经验。但她清楚列车人员流动
大，车厢又相对密封，稍有大意，就可能

“中枪”。前年春节，她在值乘过程中高
烧 39.7摄氏度，在韶关东车站下车后，检
查出双肺肺炎。

疫情有危险，但不能当逃兵，这是责
任，也是一份情怀。

1月 31日，列车返回汉中，一路上虽
然仅有两名乘客，但她的工作一样都没
有打折：消毒、打扫卫生、关注旅客需
求。工作之余，她在微信朋友圈感慨道：
1992年到 2020年，这是我工作的最后一
个春运，却以特别的方式开始，平凡的岗
位即刻变成了“战场”，只有两名乘客的
旅途，最终都会平安到达。

短短的几十个字，是一名即将退役
“老兵”的心里话。

今年 7月就要离开奋斗了 28年的工
作岗位了，她恋恋不舍：工作有时候很烦、
很累、很辛苦，但她还想站好最后一班岗。

2月 6日，杨丽萍开始又一个四天的
旅途。一路上，有些区段甚至满员，她比
平时更勤快。因为她知道，负责的 16和
17号两节车厢，其中一节是乘务人员休
息车。只有严格做好消毒，才能确保 40
多名同事的平安。

这是杨丽萍的故事，也是万千铁路
职工的集体塑像。在这次抗疫阻击战
中，还有更多的杨丽萍们坚守一线，他们
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

□本报记者 薛生贵

2月 10日下午，记者走进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建
设工地，五栋三层办公、医护住宿楼拔地而起，沥青摊
铺机正在铺设路面。六块应急隔离病房区也已经初
现模样，工人们加紧最后的施工。

踏入隔离病房区，放眼四步半宽的内部走廊，照明、
消毒、排风、送暖、传递舱，工人们紧张有序地施工。几
个人字梯移来移去，水电工正在安装电缆。25岁的宝鸡
小伙小冯爬上梯子，拽拉四根直径两厘米左右的线缆。
他们 10人一组负责电缆安装，半天就完成一个区域。

走廊两侧是一个个隔离病房，也是核心区域。隔
离病房区域设计采用严格的“三区两通道”设计，分“清
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每进入一级区域，医
护通道与病患通道完全分离，为医护工作者提供安全可
靠的工作环境。

推开双开门，一个漱洗池、两扇门映入眼帘。漱洗
池供医务人员使用，两扇门隔离出一个缓冲间，即缓冲
消毒区，供医护人员使用。

迈进大门，走三步半右转，再跨两步半便进入病
区。这里的病房设置是一套两间，共四张床。迎面靠
墙的卡槽附近，来自渭南的安装工黄师傅正在忙碌。
只见他拿起两根直径 0.5 厘米左右的铜管正在忙活。
他说，这是负压和氧气管道。一间病房，大概需要十多
分钟，一天可以安装 100多个房间。

在他工作的床头设备两侧和顶部，直径 30多厘米的
白色管道格外醒目。黄师傅说，那是新风系统，室内通
风设备。原来，所有的病房都是负压病房，有一套完整
的空调系统，确保后期病房使用时，不会产生交叉感染。

摸摸门窗，敲敲墙壁，虽没有水泥墙的厚重，但却很
是光滑。专家说，这是为了减少细菌附着，容易消毒而
考虑的。

病房里最醒目的是金属材质的内凸传递窗。内外均
设按钮，医护人员将患者用药就餐等放进传递窗，关好
门。里边的护士消毒后取出，可以把感染几率降到最低。

在传递窗旁，是大大的玻璃观察窗。一整块玻璃，
无法打开。用来保证内外绝对隔离。观察玻璃对面，靠
近外部走廊，还有一套门窗。这是专门的患者通道，单
间单门。

病房里，还有独立卫生间，淋浴间、洗漱台和抽水马
桶依墙而立，卫生间屋顶上悬挂着热水器。

走出病房，5 米高的屋顶上，80 厘米左右的夹层
间，工人们正在安装通风设备。爬上屋顶，彩钢瓦铺
设紧张有序。前日凌晨 3点赶来的米师傅正在同工友
们铺设收尾区域。

下午 18 时，饭点到了。有些工人离不开现场，工
友们便把盒饭提到现场。大家三下五除二吃完饭，又
忙了起来。 □本报记者 薛生贵

←2 月 8 日元宵节，西安动车段动车组机械师坚守在各自岗
位上，对动车停放区域进行集中消毒，助力广大旅客安全出行。

□王曙天 摄

↑连日来，延炼职工医院的白衣战士，迅速组建发热预
检门诊；编制“疫情监测控制流程图”“发热预检门诊工作流
程图”等。医护人员 12 小时倒班，24 小时待命。图为医护人
员正在对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 □曹锋 赵娜 冯雨 摄

中建一局再建西安版“小汤山”记
日前，西安市传来消息，西安将参照 2003 年抗

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在高陵区建设一
座专门医院——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集中收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接到指令，中建一局西北
公司迅速行动起来，连夜进行各项前期对接。

17年前，类似的疫情，同样的命令，中建一局人
践行铁军文化，7天建成北京“小汤山”医院，创造一
次建设奇迹。

本次召唤，中建一局西北公司负责承建公共卫
生中心医院项目护理单元，及高压配电房物资供应
等 11940平方米项目建设任务。

对中建一局而言，可谓王者归来。这是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次星夜奔赴的驰援！

自接到任务起，一局西北人众志成城，披星戴
月，连续十多个夜晚里办公室灯火通明，与时间赛
跑，奋勇逆行。

作为承担总建筑面积近一半任务的中建一
局，在确认施工图纸及施工范围的当天，西北公司
第一时间召集各部门进行图纸交底。技术、物资、
商务、工程等部门同时展开各项细节工作，确保在
施工高峰期和疫情高峰期劳动力充足。

2月 1日，尚未开工，该公司近百名管理
人员已经全部汇集高陵，超前谋划相关施工

细节，并到位各种施工设备和材料，确保这场防疫攻
坚战顺利打赢！

与此同时，西北公司努力做好疫情关键期的职
工和工友身体防护工作，克服资源供应难问题，多处
采购筹集充足的口罩、消毒液、医用手套、额温枪等
疫情防控器材，提前赴现场为大家解决食宿问题，尽
一切努力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整个筹备阶段，该公司管理人员及后勤保障人
员累计投入 315人，农民工累计投入 587人。

截至2月2日晚，施工机械106台，渣土车120辆，
钢筋 200吨，模板 1200平方米，混凝土 1000立方米，
厢房300个，口罩1200个，消毒液284公斤,护目镜136
副，喷雾器8个，红外测温仪6个……一切准备妥当 。

关键时刻，还是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3日上午，随着党员先锋队授旗仪式的进行，中建一
局相关领导及西北公司领导班子亲自带队现场指挥，党
员先锋踊跃上阵，80 余名项目管理人员和近 400
名工人开足马力，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项目建设中，现
场机械轰鸣，一会一个变化，一会一个样子……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未来 8 日，中建
一局必将再一次以“必然完美”交给陕西人民一个
建设奇迹，西安版“小汤山”也必将完美助力陕西打
赢这场新冠肺炎阻击战。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西安版“小汤山”隔离病房有何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