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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 日下午，汉中镇巴农商银
行党委班子成员前往县疫情防治定
点医疗机构——镇巴县人民医院，看

望慰问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农商银行
职工家属，给她们送去了慰问信和慰
问金。 □徐植万 摄

■一线传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
战中，大唐彬长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有这样一家人，全家人以
不同的方式各自奋战在抗“疫”
保电一线。

王雪是纪委办公室负责人，
节后一上班，他就迅速按照公司
党委、纪委安排，第一时间制订
了《疫情应急防控监督工作方
案》，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监督
检查组，强化监督检查，严格执
纪问责，确保14个部门和2个承
运承检外委单位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逐一落实到位。几天来，下
发专项监督检查通报 2期，发现
执行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
问题 17项，处罚金额 1250元，确
保疫情防控全覆盖、零遗漏。

妻子龙梅，是设备部电气二
次通讯班的技术员，今年 11 月
份就到了退休年龄。但作为班
组技术员和最早一批高级工程

师，她每天带领班组年轻人准
时到生产现场，毫无保留地把
工作经验传授给年轻人。有人
劝她马上退休了何苦这么拼。
她笑笑，“我们一家人都在这个
厂，我应该为这个‘家’的安全
稳定出份力。”

儿子王乐天是发电部的一
名运行职工，90后，有一种大男
孩的帅气和纯真。大年初四晚
上，刚下夜班回家休息的他接
到党群工作部一位老师傅的电
话，请他帮忙制作一个展示公
司抗击疫情的H5。王乐天二话
没说，就开始精心选择模板、音
乐。从编辑一段一段的文字，
到编排一幅幅图片，再到编辑
防控知识指南，王乐天非常细
心。虽然很辛苦，但是他觉得很
值得，不光学到了老师傅的敬业
精神，还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尽
了自己的力量。 □王明潮

全家人的抗疫保电“战”

2 月 14 日，地球另一端的
玻利维亚第二大城市圣克鲁斯
的大街上玫瑰花盛开，一派祥
和安然的景象。而中铁七局三
公 司 海 外 公 司 玻 利 维 亚
ESPINO 公路项目的工程技术
人员为了“口罩”奔波在这座小
城的大街小巷……

刘东斌平时负责采购生活
物资，在圣克鲁斯 4年多了，在
当地有些“熟人”。他在电话
里，用最短的时间就找到了几
家大药店和医疗用品销售公
司。经过沟通确认、对比质量
价格，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口
罩和手套。9 万只口罩和 3 万
只的手套一下就有了着落。
随后需要购买的护目镜和电
子温度计却让大家犯了难。

跑遍街上所有营业的药店，没
有一家有足够库存。好在热
情的玻利维亚当地人得知他
们是为了驰援中国国内的疫
情时，都马上热情地倾尽所
有，自己不够，就帮忙联系其
他认识的供应商。

为了避免物资达到国内后
因清关和交税等一系列问题影
响收货时间，在快递公司的建
议下，将所有物资以每件 10公
斤为一单重新打包。晚上 19
时 30分，本来从不加班的玻利
维亚人，为中国人民“破例”。

物资邮寄回国，他们来不
及过多停留，还有更多的物资
需要他们去筹集，他们又奔波
在圣克鲁斯的大街小巷。

□赵亮 李莎 刘小龙

情人节他们在玻利维亚“抢口罩”

近日，陕西鼎晟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的几名积极分子向陕西
职业技术学院白鹿原校区党委
递交了一份《请战书》，并向该
校捐款 5000 元，用于疫情防控
工作。“我们不是旁人，理应担
起抗疫的担子！”

据了解，鼎晟物业作为该
院校后勤服务部的外包企业，
也是该校党建联合育人基地成
员单位。面对不断升级的疫情
防控态势，学院党政领导主动
放弃节假日，身处一线参与疫
情防控。这一切，让鼎晟物业

员工受到极大鼓舞。
就在不久前，鼎晟物业收

到学院党委组织部印发的《关
于在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中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的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公
司经理张英、绿化工赵文孝、
电工刘侃、水暖工陈国稳 4 名
员工，在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同
时，还共同向学院党委写下
《请战书》，要求坚守疫情防控
一线，不计个人报酬、疫情不
灭、不下火线! □刘焱

“我们不是旁人 ”

2月18日，天气晴朗。
我叫张涛，是陕汽车身厂装焊车间的

一把手，今天已经是复工上班的第 6 天
了。今天，车身厂整个装焊车间需要进行
防疫消杀作业，我就在心里想，我是车间
一把手，还是党员，关键时候我第一个上，
来当今天的防疫员。

现在是复工复产阶段，早上 10 时上
班，为了在上班前完成车间消杀作业，我 8
时左右就从家里出发了，很快就赶到单
位。8时 50分，我穿好了防护服，戴紧口
罩、护目镜、把衣服袖子扎进手套里，顺
势背起喷雾器，大步走向第一个消杀目
的地——车间二楼员工更衣室，这里可
能是病毒进入车间的第一个“据点”。我
把所有的地方包括凳子下面、门后面、鞋
架子、垃圾桶、笤帚把都喷遍了消毒液。
随后，又对车间的吸烟点、洗手池、车间
进出通道，还有办公楼前停车场车辆的
轮胎上也都仔细喷洒了消毒液。

为了不耽误生产，我和装焊二车间
主任陈静远师傅、生产计划严晓军师傅
共同商量了一下，决定将两个车间的三
个复工人员最少的班组，编制成一个临
时班组，配置在已经启动的生产线上，全
力保证车间复工复产。

这几天正是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
候，公司暂时关闭了厂区里的餐厅，虽说
吃饭受点小影响，可和身体健康与生命
安全比起来，员工们都很理解 。

吃完饭我开始梳理车间297名员工的个
人信息，这是个既繁琐又很重要的事情，因为
每梳理记录一条信息，就有可能及时切断一
个病毒传染源。员工们分住在省内外、市内
外，每个人的信息都不同，必须挨个排查。

每年 2 月份，正是我们公司生产的
高峰期。随着疫情不断变化，最近，公
司已经开始有序复工复产，我期待工作
和生活能早日重回正轨。

□朱鹏飞 ■工厂故事■

易付鹏的每天两万五千步
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已经交付使用

了！这个被视为西安建设速度的项目有
很多值得点赞的人和事，易付鹏就是其
中一个。

“与 3000名工友共同奋战，我很荣幸
是其中一员，希望医院早日建好！”这是易
付鹏来到现场后说的第一句话。

2月 2日到场第一天，值守人员成立了
两个工作小组，一个是现场车辆服务小组，
另一个是现场泵送服务小组，并进行了明
确的分工。易付鹏负责生产服务，协同质
检组织混凝土的及时入场和顺利浇筑。

项目开建伊始，现场大型机械交叉作
业，现场人员你追我赶。24 小时轮班值
守，每天下午接班以后，他便背着三件法
宝——指挥棒、手电筒、手机——进入现
场，开始一夜的工作。先是和夜班同事一
起将整个工作面巡查一遍，与白班同事做

好交接工作，然后各自进入负责
的作业面进行现场服务，如果遇

到异常情况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相互支
援。夜间施工时由于道路随时发生变化，
所有搅拌车基本都需要“人工徒步导航”
到作业面，每天平均要走 2.5万步左右。

现场的施工条件有限，为保证服务效
率，尽可能长时间的坚守工作现场，“少
喝水，少喝汤”成了易付鹏摸索出来的规
律。“一开始并不习惯，到第二个夜班的
时候就摸着规律了，只有这样才能把自
己的岗位坚守好。”

2月 12日，整个项目已经接近完工，10
个日夜连续奋战，4000余立方米混凝土顺
利浇筑，这是中建西部建设北方有限公
司在这次战“疫”行动中交出的合格答
卷。 10 天，易付鹏在工地奔波了 25 万
步左右。他完成了对组织的承诺，却忽
视了对家人的承诺。“等到春暖花开时，
你补我一个热热闹闹的年。我愿与你
共克时艰，做你坚强的后盾。”这是易付
鹏妻子发给他的短信。 □李逸飞

车间一把手化身防疫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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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梦

寐以求的事，今天我非常激动！荧屏相
隔，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面对党旗庄
严宣誓，我将终生铭记。请组织放心、请
大家放心，我在武汉一定竭尽所能做好
本职工作，保证出色完成任务，无愧于共
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用实际行动接受党
组织考验！”2月 18 日下午，隔着大屏幕，
在 740多公里外的抗疫现场，铜川市妇幼
保健院援鄂医疗救治队队员李灏宣誓后
的入党表态发言铿锵有力。

你在那头，我在这头，视频连线，两
地共同入党宣誓，成为新党员的李灏、赵
莉娜两人今生必将难忘的历程，也是铜川
市妇幼保健院党总支吸纳新党员从未有
过的形式，必将载入该院党组织发展史。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铜川市
妇幼保健院广大党员干部纷纷主动请
缨，在院党总支的号召下，短短几天时间，
院内三个党支部 40 余名党员和 200多名
职工纷纷请战，全院上下也投入到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阻击战中，并先后成立了

“抗击疫情领导小组”，组建了“党员先锋
队”“抗击疫情志愿服务岗”等突击队。

据记者了解，该院党总支先后派出
了朱海龙、李灏、万翡三名同志奔赴武汉
抗击疫情一线执行医疗救治工作任务，
成为铜川全市卫健系统派出人员最多的
医疗机构。而赵莉娜多次请愿要求驰援
武汉，现已作为铜川市后备人员等候命
令，随时准备奔赴武汉抗疫一线。

李灏在赶赴武汉疫区前主动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而赵莉娜已经两次递交入
党申请书。

“由于两人在日常工作中表现优秀，
在疫情危急时刻不畏艰险、挺身而出，院
党总支根据铜川市委和市卫健委的部
署，决定将二人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编入
临床党支部进行火线培养。”铜川市妇幼
保健院党总支副书记张淑玲说。

按照铜川市委组织部疫情防控期间
紧急接纳新党员指示精神，该院临床党
支部于 2020 年 2月 13日召开支部党员大
会讨论表决，通过了李灏和赵莉娜两位
同志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这样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当日，在张淑玲的主持下，临床党支

部为李灏、赵莉娜等新党员举行了简单

而又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远在武汉的
李灏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参加了这场特
殊的入党宣誓仪式。

在两个地方，李灏、赵莉娜两人庄
严肃立。在张淑玲领誓下，李灏、赵莉
娜及临床党支部的部分党员一起面向
党旗举起右手。庄严的入党誓言从屏
幕中穿出，坚定有力的誓言鼓舞着在场
的每一位党员……

宣誓结束后，大家纷纷围上前与视
频中的李灏交谈，该院工会主席陈晓慧
对李灏在抗疫一线的有关工作和生活的
情况进行了慰问，嘱托她要注意防护、安
心工作，圆满完成医疗救治任务，并告诉
她“全院职工期待他们凯旋归来！”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本报讯（江菠 张基鑫）中铁上海工程局
集团七公司作为驻陕央企，在打赢疫情攻坚
战中，勇担社会责任，与陕西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为战胜疫情彰显本色。

驻扎在兴平市的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
七公司银西 7标项目部在项目部书记徐克
志带领下，先后向兴平市奋战在防疫前线
的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员送去价值 21000 元
的牛奶、矿泉水以及浓缩消毒剂等物资。

日前，该公司从有关方面得知榆林市
当地医院隔离救治的专业防护设备严重短
缺这一情况后，又为榆林市的医护人员捐
赠了医用防护口罩 3万只，专用防护服 200
套，消毒液近 1吨等防护用品，目前该批全
进口物资已运抵榆林。

捐助物资助力兴平榆林两地战“疫”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七公司

本报讯（张娟）疫情发生以来，国网商洛
供电公司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努力实现公司抗疫生产两不误。

在全力以赴抓抗疫的同时，出台措施
助力生产。统筹调配各类力量，有序开展
免费供电服务。组建服务队，出动服务人
员 189人次、车辆 32台次，为各类疫情检查
点提供用电服务。针对企业复工复产有
关部署，及时出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8
项具体措施》，引导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切实做好两家医用防护用品生产企业供电
服务工作。对商洛鹤秦服装有限公司、奥
科粉体有限责任公司的变压器等电力设
施进行详细检查，消除隐患，确保防护服、
消毒液生产线正常运作，以实际行动彰显
了央企的责任担当。

抗疫生产两手抓

国网商洛供电公司

本报讯（何旭）连日来，陕建四建集团各
基层单位积极响应，及时成立疫情联防联
控工作小组，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近日，陕建四建集团第十五工程公司
为渭南市多功能馆、临渭区双王初级中学
等三个项目部送去 200个N95防护口罩和 3
箱 84 消毒液。 对涉省外行程或与湖北人
员接触情况进行详细统计，并为在建的三
个项目共采购分发N95口罩 160只，一次性
医用口罩 300只，一次性手套 100双，肩背式
喷雾器 4 个，84 消毒液 10 箱，体温计 3 个。
陕建四建集团第三工程公司联防联控工作
小组 24小时保持备战状态。

基层联动齐心战“疫”

陕建四建集团

2 月 18 日，陕西延长石油靖边青阳岔
天然气净化厂化验室的职工正在聚精会神
化验污水相关参数。战“疫”期间，该净化
厂“两手抓，两手硬”。截至目前，该厂向
下游生产输送验收合格的天然气累计 2820
万方 。 □黄冰 摄

“衣服脱在屋门口，进了家门先洗手，吃饭单独
坐一角，客厅沙发来睡觉。”这是家里人最近给严云
飞的顺口溜。

今年 35岁的严云飞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机务段一名机车司机，8年驾龄。和和
美美的四口之家，一双龙凤胎宝宝不足 1岁。往常
回家，他一定要搂着孩子才能睡着。可自抗击疫情
以来，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变了。

虽然疫情蔓延，但是他依然不折不扣值乘好每
一趟旅客列车。天天奔波在外的他，为了亲人的健
康，每次回家都要主动“靠边站”。

“就算再想孩子，最近也只敢戴着口罩看看、逗
逗，却不敢抱抱亲亲了。”严云飞说着，口罩之上一
双爱笑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丝泪花。

严云飞和同班搭档王文斌的值乘区段是西安
至河南南阳，一个单程就是 400多公里，虽然消毒防
疫很严格，但家人没少为他担心。

担心归担心，开火车却耽搁不得。除了妻子每
天提醒严云飞做好防护，岳父岳母还发微信叮嘱。

严云飞的父亲是一名退休火车司机，曾经历过
“非典”的他，深知举国战“疫”之时，火车司机肩上
的压力。农历腊月二十九，他就和老伴儿备好饭

菜，一家人提前吃了年夜饭，给除夕夜跨年值乘的
严云飞鼓了劲。

“妻子带头支持，家人达成共识，我就安心了，
精神百倍增。”严云飞笑着说。

前几天，严云飞得知段上成立了全封闭管理、
随时担当物资和旅客运输紧急任务的党员乘务特
备队，一股热血涌上心头，15年前当兵抢险时，自己
和战友们扛着沙袋上大堤的场面又一次浮现眼
前。为了当上战“疫”急先锋，同为共产党员的严云
飞和搭档王文斌，当晚就写好了《党员请战书》。

“啥时候能加入特备队，这心里才舒坦。”严
云飞说。

为了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严云飞时刻戴口罩，
不与人扎堆，随身配备消毒液，随时随地勤洗手，因
为他清楚，有了家人做坚强后盾，他就能开好火车。

2月 1日这天，他和搭档王文斌早早来到派班
室，准备值乘K1298次旅客列车出发前往南阳。

“全程佩戴口罩，做好消毒防疫，驾驶列车出
发，咱们也算是‘逆行者’吧。”王文斌说。

“‘逆行者’总得凯旋，啥时候不管走再远，都不
能忘了‘家’这个大本营。”出发前，俩人相视一笑，胸
前别着的党徽熠熠生辉…… □本报记者 牟影影

逆行路上 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基层动态■

抗击疫情以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绥德工电段面对职工理发难问
题，该段组织数十名有理发经验的职工

“客串”理发师进班组义务理发，获
得职工们的点赞。 □景新华 摄

本报讯（赵晓平 董盛 杨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精准施策，切实做
好分诊预诊，严格落实首诊医师负责制，全力做好
医院职工防护，各项措施得力到位，防护有力。

医院组成发热门诊“三级梯队”。严格规范发
热门诊布局设置、处置流程和知识技能培训，将政
治觉悟高、担当意识强、业务能力硬的医护人员充
实到发热门诊，组成三级梯队。在工作中详细记

录发热患者就诊问诊资料、病历记录、流调登记，
做好留观，正确处理医疗废物。急诊科医护人员
纷纷表示，疫情当前，急诊科应扛起责任，为打赢
这场战役筑就最坚固的前沿堡垒。

同时，医院将医务人员和患者通道完全分开，
重点强化有接触史的科室人员的督查防护。肝病
科专门腾出一层病区，作为发热门诊留观病房及专
用的医疗病区，降低了其他临床科室的风险 。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发热门诊“三级梯队”筑牢抗疫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