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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延安市宝塔
区各级劳动模范，主动扛起先锋旗帜，冲在
防控疫情第一线，或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
物；或主动请缨，迎风逆行，在疫情防控中
唱响了“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

崔浩：24小时坚守在抗疫一线

全省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后，宝塔区人民医院被确定为市区定点和
发热门诊医院。延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宝塔区人民医院院长崔浩立即调
度全院职工紧急制订防控预案，组建一
线医疗救治专家组和应急医疗队，仅用 2
天时间建立了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完
善隔离区，改造重症病房，满足防控工作
需求。同时，采取线上线下培训措施，对
全院医务人员进行传染病防控救治规范
培训，确保了分诊、救治、医学观察对象
运转和医院正常秩序有序有效开展。

自疫情发生以来，他每天 24 小时吃

住在医院，随时核查各科室工作盲点，协
调解决医护物资，规范诊疗和卫生防疫
操作程序，强化院内感染控制，保障了医
院健康就医环境。区上启动集中医学观
察点后，他多次深入枣园社卫中心和杨
家岭石窑宾馆完善这两个观察点的规范
布局，详细了解观察点上隔离人员的留
观情况，时刻观察来院接诊发热病人的
体温特征，组织行政人员做好隔离点医
护人员家庭的后勤保障，最大限度地满
足一线人员的餐饮需求。

王涌：疫情面前不退缩

石窑宾馆曾是2003年延安市区抗击非
典的集中医学观察点，为延安市防控工作
做出了巨大牺牲。疫情过后，先后有三分
之二的员工流失，历时半年多的新员工培
训上岗和市场重拾，房屋租金等损失全部
由企业负担。17年后的今天，当宝塔区新
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

人再次联系到延安市劳模、石窑宾馆董事
长兼总经理王涌时，他愿意再次承担起市
区集中医学观察点重任。

接到任务后，1月 29日，他立即从西安
赶回，连夜动员员工尽快返岗，按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要求，改造
宾馆设施。为了确保医学观察对象隔离安
全，设有区分隔离区、缓冲区和工作区，先
后五次高价请回工队，在医学观察对象居
住区域设置防护栏，当时临近年关没有人
承接此活，心急如焚的他只好再次提高
人工工资才将防护栏设置到位。3 天之
内召回返岗员工 42 名，建立隔离观察室
近百间，后勤保障全部到位，使观察对象
及时入住。白天，他一边教育员工加强
防护意识，消除恐惧心理，做到热情服务
观察对象，一边协助工作组对观察对象
进行心理疏导，晚上与厨师精心设计菜
肴，保障驻点人员的一日三餐营养可口，使
入住人员既有家的温暖又有年的滋味。

李海安：退伍不褪色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侵袭的
时候，身为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物价科
检查二室主任的李海安主动请缨，把仅有
的9名干部分为两个党员先锋队，一组对城
区药店口罩、酒精等防护用品涨价行为进
行监督检查，另一组对药店、超市疫情防控
情况进行检查，依法打击哄抬物价、有货不
售等违法行为，维护了市场稳定。1月29日，
妻子突发高烧，他怕自己把疫情带回家，将
妻子隔离起来采用服用药剂等办法为妻子
降温和治疗，当确定妻子是普通的感冒还未
康复时，他毫不犹豫地背起公文包，奔赴在
抗击疫情的特殊“战场”……连日来，他和同
事们走街串巷，内查外调，先后检查药店和
超市 180家，对群众指认 12315和 12345投
诉平台反馈的330起口罩涨价行为一一进行
查处，依法维护了市场秩序，打击了哄抬物价
行为，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万元。 □刘晓慧

扛起先锋旗帜 主动担当作为
——记延安市宝塔区劳模抗击疫情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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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各
地劳模挺身而出，充分发挥劳动模
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冲锋在前，体
现担当。（2月20日《工人日报》）

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我们看
到了一个个劳模“最美逆行”的背
影，听到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
事。作为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
广大劳模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
全留给别人，守牢疫情防控的每
一道关口。在他们的身上，充分
体现了“实干、创新、奉献”的精
神，充分展现了钢铁战士般的勇
敢无畏。

岁月静好，那是有“逆行者”
为我们负重前行。可以说，一个
个义无反顾的“逆行”背影，就是
一座座坚强堡垒，就是一面面先
锋旗帜。这些“逆行”的劳模勇
士，临危受命、日夜坚守，是与死
神赛跑、与病魔决斗的真英雄！

我们向所有坚守岗位的劳模
投以崇高的敬意！记不住他们的
姓名，但可以记住他们的职业；看
不清他们的面容，但可以记住这
段生死与共的难忘岁月……感动
于这样的忙碌和付出，不应该只
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多一份理解，多一份
包容，多一些自我约束，则是对“逆行者”的
最大尊重，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得更好：在疫
情存续期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少外出、少聚
集；全力配合体温测量、医疗检测；普及健康
知识，不信谣、不传谣……这些分分钟就可
以做到的事情，就是在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疫
工作，并让满满的善意与关怀在城市的每个
角落里接力传递。

点赞战“疫”中的劳模，更应全力以赴
为他们提供最完备的服务保障。无论是
物资供应、装备配备，还是精神鼓励、减负
减压，竭尽全力补齐短板、填补漏洞，才能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与病
毒的搏斗中去。 □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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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剪个什么发型？”
“看着精神点就行！”
2月 19日，咸阳市总工会组织省劳模

郑永岚所在的实验理发店 5 名理发师志
愿者，先后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中心医
院，为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人员义
务理发，送去了工会的温暖和关怀。

当天，5名理发师来到第一人民医院和
市中心医院，义剪还未正式开始，已经有医
院执勤人员在旁等候。帽子、防护服、口
罩、手套、鞋套、酒精……在保证安全防疫
的前提，大家纷纷准备好保护措施，为提供

良好服务做好各项准备。只见理发
师们穿上一次性防护服，展开剪发工

具，一边询问医护人员对发型的要求，一边
娴熟利落地开始剪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医务人员夜
以继日的奋战在抗疫一线，为了让他们
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市总工会特组织
这次义剪，为他们送上‘娘家人’的关心
及需要。”咸阳市总工会张军说，疫情以
来，无论是物资、蔬菜、水果、生活用品、
还是生活服务，医务人员需要什么，总工
会就送什么，同时也将温暖送到每名一
线医务人员的心坎上。

市第一人民医院急危重诊疗中心副主
任郭浩感叹道，“本来打算过年值完班去理
发，没想到疫情突然来了，就一直坚持在

岗，更没时间剪头发了，再加上非常时期理
发店都关闭了，正发愁头发没法收拾，今天
市总工会组织劳模理发队为我们医护人员
爱心义剪，真是太贴心了。”

省劳模、咸阳市实验理发店门点主
任郑永岚深情地说，“自从这次疫情以
来，医务人员在一线工作相当辛苦。能
够为他们提供服务是我们的责任，更是
我们的荣光，我们希望也在这场战争中
贡献微薄的力量。

“这次义剪服务，对疫情防控一线医务
人员来说，非常及时。”市第一人民医院工
会主席梁芳说道。

咸阳市总工会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杨

勇方介绍，在此次“爱心义剪”中，共有100多
名一线医务人员享受这一服务。下一步，他
们将与市区疫情定点医院紧密联系，及时
组织志愿者上门服务。 □寇少卿 崔亦馨

劳模理发师爱心“义剪”助力抗疫

陕西工会在行动击疫情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工会 要求全系统税务干部职工不信
谣传谣、做好返岗前后和服务一线的防
护工作。各市县税务局工会运用网络
和微信服务号制作美篇、微卡、手机随
手拍、小贴士等形式面向职工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和舆论宣传引导，宣讲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组织编发了心理调适、个
人防护、增强体质、思想减压等科学防
疫措施，用生动事例展现税务系统工会

干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积极贡献和
精神风貌。

国开行陕西分行工会 举办“守
望相助 疫战必胜”感言征集活动，让员
工拿起手中的笔记录下他们的所看、所
想、所听、所悟，以诗歌、感言、对话等形
式，宣传防护知识、歌颂医护战士，传
递国开行正能量，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精
神力量。

汉中卷烟厂工会 发起倡议，动

员广大职工积极为疫情防控捐款。所
捐款项直接转入汉中市南郑区慈善协
会，由区疫情应急指挥部统一调度安
排，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中信银行西安分行 联合泰康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为
抗疫医护人员赠送“爱心保”团体保险总
额 16.04 亿元，用实际行动向广大医务人
员致敬，以专业的服务勇担社会责任。

宁夏银行西安分行 秉承疫情

防控期间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
快速为某制药公司审批贷款 1000 万元，
为陕西省内抗疫物资生产相关企业提
供服务。

陕西省物产集团总公司工会 从
爱护、保护职工的大局出发，多次为职
工发放医用口罩、手套、酒精棉等疫情
防护用品，全方位做好物流一线人员的
各项保障工作，解除其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牟影影

宝鸡市总工会 “有你们的爱
心温暖，她在武汉会安心抗疫，一定
凯旋归来，谢谢你们！”2 月 18 日，宝
鸡石油机械厂职工刘远波从宝鸡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曹
海芹手中接过 2000 元慰问金和慰问

品感动地说。
刘远波的妻子张婷是宝鸡市妇幼

保健院儿五科的一名护师，疫情发生
后，她与同事张萍一起主动请缨随宝鸡
市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驰援武汉抗疫。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宝鸡市先

后组建 3 支援鄂医疗队，分 3 批择优
选拔 27 人，代表宝鸡近 4 万名医务
工作者奔赴武汉抗疫。宝鸡市总工
会为每名援鄂医疗队队员家属发放
2000 元慰问金和价值 300 元的食用
油、新鲜蔬菜等慰问品。 □谢红江

安康市总工会 连日来，安康市各级工会
积极行动，向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广大医务工
作者、公安干警、环卫工人、驻村干部等职工群众
及医护人员家属送去慰问品、慰问金，表达“娘家
人”的关爱之情。与此同时，各县区总工会按照
市总的统一安排，积极组织开展慰问坚守抗击疫
情的一线医护和工作人员。截至目前，全市工会
系统已累计投入慰问资金 127万元。

同时，该市工会还心系兄弟工会，协力抗击疫
情。安康、十堰两地毗邻，交往密切、民心相通，
在得知十堰市疫情防控任务重、物资短缺的情况
后，安康市总工会发扬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精
神，专题研究给予湖北省十堰市总工会 10 万元
的资金援助，用于支持十堰市疫情防控工作，并
向十堰市总工会致慰问信。 □谭金花

近日，西安市阎良区总工会拨付 2 万元作为
专项慰问金，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及其家
属送去温暖，及时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防疫
一线工作人员的心坎上，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到
疫情防控工作中去。 □张媛媛 摄

榆林各级劳模 2 月 23 日，榆
林市 60 多位劳模筹资采购物资，先
后走进榆阳区鼓楼街道办事处和常

乐路社区，慰问社区一线防疫值守人
员，为每个社区各送去 40 箱方便面、
40 箱牛奶、40 箱饮料以及 50 盒早餐

饼干。
据记者了解，连

日来，由陕西省劳动
模范、榆林市劳模协
会副会长崔咏麟发
起 ，榆 林 市 60 多 名
各级劳动模范自发
组织捐款，筹集资金
10 万余元，慰问了榆
林市赴武汉抗疫的一
线 28 名医护人员家
属，送去劳模的关心
与关爱。另外，榆林
市劳模、榆林秦丰商
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秦海军还单
独给一线医护人员家
属送去了 28 箱 五 粮
春酒。

据三秦工匠、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陕西榆林能源集
团横山煤电有限公
司维修电工李强介

绍，劳模慰问团还将采购物资，慰问
一线检查站工作人员及榆林市一线
新闻工作者。 □本报记者 王何军

靖边县总工会 2月 12日，榆林市靖
边县总工会举行疫情防控善款捐赠仪式，号
召全体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为疫情防控工
作捐款 5700元。

并为防疫一线的每一名医务人员家庭
送去一个 500元的工会爱心礼包，保证一线
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用品得到有
效供给。

截至 2月 17日，靖边县总工会已与来自
县疾控中心、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的68名
防疫一线医务人员及家属建立了点对点联系，
并将全力保障他们的生活需求。 □雪迎风

镇巴县经贸局工会 汉中市镇
巴县经贸局工会全力组织基本生活物资
保障供给，积极向上级商务部门协调解
决外出采购生活物资车辆《运输证》办
理事宜，目前陆续审核、办理相关证明
15 批次。请求市商务局协调解决米、
面、油、方便食品等主要生活用品及蔬
菜供应的企业，及时保证镇巴供应，并
请求协调调运一批群众急需的口罩、
消毒液等物品投入市场。

目前 4家超市各类蔬菜日均进货量
12吨以上，日均销售蔬菜11.5吨，城区生
活物资保障供应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商
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张峰

山阳县总工会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商洛市总工会支援
十堰市价值 30 万元防疫物资后，山阳县总
工会又多方筹资 28.8万元，采购急需的消毒
液等防疫物资支持十堰市郧西县抗击疫情。

2月20日，山阳县总工会主要负责同志带
队将该批防疫物资护送至山阳县漫川关陕鄂
交界处，与前来接洽的十堰市总工会、郧西县
总工会两级工会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交接。

这是继 2月 15日、19日商洛市总工会支
援十堰市防疫物资后，山阳县总工会再次向
邻县郧西县伸出援手。至此，商洛工会已向
十堰市支援价值 58.8万元防疫物资 。

□王荣金

西安交大一附院工会 连
日来，西安交大一附院院工会动员
并号召各学科、职能部门工会积
极行动，关怀慰问了驰援武汉的
158名医疗队员及家属、奋战在院
内最前线的医务人员以及坚守工
作岗位的科室职工。

为考虑到全院广大职工个人
的卫生防护问题，院工会在接受
爱心企业捐赠之外，还专门自行
采购了一批消毒用品。院工会还
向全院抗击疫情期间在岗职工发
出慰问信，并向职工个人的家庭
发放消毒慰问品。 □记者 牟影影

商洛市总工会 疫情发生以来，商洛市
总工会时刻挂念着包扶村商州区北宽坪镇农兴
村的抗疫工作，安排市总工会调研员、驻村第一
书记余伟从正月初五就吃住在村，对人员节前
节后流动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村不漏户、户不
漏人。组织 10名在家大学生组成防控知识宣
传队走村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1000多份。

市总工会及时给村上赠送了价值 5000多
元的 84消毒液、酒精等防疫物资，发放到 360
户群众手中。利用疫情期间返乡农民工不能
外出的机遇，指导群众做好春耕生产和社区
工厂复工。在严格监测和防护的情况下，安
排富卓电子有限公司一、二社区工厂复工生
产，吸纳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 □王露 小南

在 2 月 24 日，陕汽集团办公室联合工
会在做好全方位安全措施的基础上，走进
车间开展抗“疫”情真，义务理发活动。 未
来三天将为1500余名职工解决理发问题。

□武杰 摄

航空工业华燕工会 航空工业华燕
公司工会积极落实集团公司党组工作部
署以及公司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具体安排，
精心组织，迅速行动，打响了保障企业复
工复产的全员战“疫”。

协助人力资源部建立返岗职工“花名
册”，实行健康状况档案管理，一人一档，详
细掌握每名职工及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和春
节假期出行信息，全面排查是否接触重点
疫区人员等情况，对于从外地返回及与确
诊和疑似感染者有接触的职工，严格执行
隔离观察措施，待确认健康后方可返岗。

根据防疫需要，协助配备口罩、手套、
测温仪等防护物品和洗手液、消毒水、酒精
等消杀用品并设置隔离室，做好突发情况
应对准备。在各出入口设置监测卡口，对
进出人员、车辆严格检查监测，做好信息登
记，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单位。 □张晓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