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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形势严峻以来，西安邮政工会、党工部组织党员
干部投入到防控工作一线，协助各区委、街道办运送口罩、
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邮政为人民”
的责任与担当。

12月23日下午，西安邮政分公司运营中心党总支成
立了由 40名党员干部、17辆机动车组成的邮政抗疫志愿
者服务队。工会为志愿者购买了防护服、面罩、医用手
套、鞋套等防疫物品，并对他们进行了配送搬运和防疫知
识培训。

12月24日起，志愿者服务队全面投入到了工作一线，
已为碑林区委、南院门、柏树林、中山门等街道办和社区运
送 3吨多抗疫物资。为确保运送时限，所有车辆、人员 24
小时原地待命，随时出征。 □李丁文

西安邮政工会

西北工业大学工会

本轮疫情暴发后，张小蔚劳模志愿者服
务队团支部组织德美口腔医疗团小组，进驻
相关社区核酸采集点，安排志愿者参与公共
场所“大动员、大排查、大消杀”工作。截至12
月21日，张小蔚劳模服务队的青年志愿者在
街道辖区、公园累计参与各种防疫工作303人
次，采集核酸25500人，出入车辆消杀1102辆，
移动宣传1800公里。

张小蔚劳模志愿者服务队

自疫情暴发以来，灞桥区总工会为抗
击疫情筹措资金近30万元，向防疫工作人
员送去棉服、暖宝宝以及食品等物资，并
联系“饿了么”连续为一线防疫点、核酸检
测点送餐。区总工会干部下沉包抓村和
社区，加入社区核酸检测录入工作，积极
承担社区、村核酸检验样本转运工作，为
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于皎

灞桥区总工会

西安市

自 12月18日早7时起，西安市莲湖区北关
街道总工会干部职工就一头扎进社区，协助社
区搭帐篷、摆桌凳、画间距线等，加入工作人员
行列，与社区工会一道开启全民核酸检测模式。

此时的西安天寒地冻，在疫情防控这个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工会人一点儿也不逊色。你
看，工会工作者刘江华，穿上防护服，戴上口
罩、防护面罩及橡胶手套，全副武装的样子跟
医护人员一模一样。她正聚精会神地在读卡
器上刷屏、在电脑上核对核酸检测人员的信
息，时不时还要耐心帮助那些不会用手机打开

“个人电子码”的人……黑压压的“长龙”让她
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同事多次劝
她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喝口水，她硬是不肯，
直到坚持把信息采集完，才直起僵硬的身子，
脱下捂湿皮肤的手套。

18日夜里，社区又启动了“扫楼”行动，先
是逐户打电话动员，而后敲门入户，一家挨一家
做核酸检测。刘江华和大伙儿一起熬了一个通
宵，饿了就啃包方便面，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眯一
会儿，缓过神来就继续工作。在前几轮的全员
检测中，她已经熬了好几个通宵了。

连日来，哪里需要，哪里就有工会人的身
影。12月 24日，刘江华等来到自强西路枫韵
沁园封控小区执勤，认真把守出入口，俨然是
现代版“秦琼与敬德”。她还帮隔离户线上购天然气、协调
代购生活用品、搬运物资等，值守、宣传、服务，忙个不停。
12月25日，她又去龙首原社区，维护秩序，协助职工群众做
新一轮的核酸检测。

刘江华家里每天都有事等她去做：自从 12月 20日全
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不停学居家观测后，她上小学的儿
子便在家里上起了网课，虽说有爷爷奶奶照看，但老人对
网课一窍不通，孩子爸爸也在防疫一线，儿子学业上的问
题只能等她半夜回到家再辅导。

其实，像刘江华这样奋战在“疫”线的工会人还有很多，
譬如社区工会专干饶雪燕、张静、高芸、王烨……她们一周的
休息时间都不到22个小时。是她们，用柔弱的双肩扛起责
任与担当，传递工会温度；是她们，用汗水擦亮会徽，成为
疫情下的最美工会人。

“病毒不散，不下‘疫’线。”这是她们的承诺与宣言。
□孙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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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关街道总工会

碑林区总工会

连日来，西安市碑林区各级工会干部下沉一线，与医护人
员和社区党员干部并肩作战，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在
核酸检测现场，他们化身“大白”，积极参与扫码核验、信息录入
等工作，主动维护现场秩序，为居民群众答疑解惑。在小区院
落，他们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巡逻、一起值守，认真做好人员排
查、体温测量、车辆登记、宣传引导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诠释工
会人的担当。 □侯晓兰

长安区郭杜街道总工会干部于 12
月23日18时，组织抽调1名街办干部、3
名社区干部、4名医护人员，全部二级防
护，为陕西五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临时
设立一个核酸检测点，帮助解决该公司
自管小区100多名职工群众的核酸筛查
难题。 □张永峰

长安区郭杜街道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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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20 日，莲湖区西关街道总工会锦翔饭庄
爱心驿站，一大早特意为工作在第一线的保洁员和
核酸采集点医务工作者，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饺子与
粥品，送上暖心祝福。

12月20日，沣东新城总工会干部下沉
多个社区、村委会、核酸采集点，积极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维持现场秩序、拉运防疫
物资、组织广大社区居民群众有序排队，帮
助社区进行消杀、核酸采集、一码通生成指
导和信息录入等工作，有序引导社区居民
快速、有序进行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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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蓝田县总工会走访慰问多处便民核
酸采样点的防疫值守人员，为他们送去饺子等食物，
带去冬日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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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靠前指挥、党员干部
模范带头，兵分三路深入社区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劝导居民自觉佩戴
口罩，不扎堆、不聚集，督促物业落
实扫码、测温、登记等防疫措施。

渭城区总工会

立即行动，动员工会干部、劳动
模范、工匠群体，发挥各自专业领域
优势，科学、有序、精准投入疫情防
控工作；深入高速出入口、陕甘交界
和社区（街道）疫情防控岗慰问，助
力织牢疫情防控网。

旬邑县总工会

抗风雪，战疫情。12月 25至 26日，咸阳市总
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静一行，深入渭城
区亨星锦秀城封控点、迎宾大道疫情防控交通查
控点和秦都区陈杨寨咸阳高速入口管控点、市卫
健委、市中心医院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慰
问昼夜奋战在“疫”线的公安交警和白衣战士等工
作人员，并向他们送去 400 箱水果、食品等慰问
品。同时，向渭城区总工会送去 10万元的抗疫专
项资金。

此外，面对蔓延的疫情，咸阳市总工会及时向
全市职工发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倡议书》，市域
各级劳模纷纷响应。全国劳模、模范退役军人王剑
成立了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省级劳模呼秀珍网上
推出“呼老师心理指导服务热线”；省级劳模杨爱云、
杨茂胜等积极投身于守护社区疫情防控的行列中，
捐款送物。市总工会还开展了疫情防控期间困难职
工临时生活救助活动并划拨120万元抗疫专项资金，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 □张翟西滨

咸阳市 安康市

充分发挥“两个全覆盖”
群众工作法作用，组织工会
干部下沉到基层一线进村入
户，全面排查近期来宁返宁
人员信息，宣传疫情防控最
新要求，落实好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 □党永霖

宁陕县总工会

本报讯（实习记者 郝佳伟）连日来，西安曲江新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和 15个社区的 600余名专班成员、社区工作者奋战在
抗疫一线。曲江新区工会干部积极响应曲江新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统一安排，参与了多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曲江新区党工委委员、工会工委主任寇雅玲包抓了 2个社
区、21个小区，居民人数达 5.4万人，其中曲江工会干部主要负
责一个小区，参与其他两个小区的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记者了解到，他们不畏风险、不惧寒冷、不分昼夜、不讲条
件，多次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主动作为、冲锋在前，积极
拉运物资、对接医护、联系物业、维持秩序、现场疏导，嗓子哑了、
嘴巴烂了，顾不上喝水，忘记了吃饭。

他们身穿防护服，协助配合扫码登记，统计全员核酸信息。
截至目前，在他们参与的三个点位的多轮核酸检测中，累计检测
了近50000名居民。

在深入一线抗疫的同时，曲江工会还开展了多次慰问。目
前，已为抗疫一线送去 1200份慰问品，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
工作者送去650份慰问品。

这就是工会人的责任担当，这就是工会组织的强大力量！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旭东） 12月26日，记者从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获悉，面对突然来袭的新冠疫
情，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工会迅速行动，以党政
工团名义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倡议，引导干部职工
落实防控措施，组建工作专班，双班制24小时全天候
做好应急处置。

严格执行防控措施。西安局集团各级工会配合
相关部门落实防疫措施，确保职工防护安全、生产生
活场所安全，严格执行集团公司《新冠疫情消毒工作
规范》，落实食堂“一餐一消”、会议室“一会一消”，其
他场所“每日两消”要求，做到无死角、无盲区。两级
劳动安全监督检查员到车间班组检查712人次，督促

职工规范佩戴口罩，严格执行防护标准。上班期间
不串岗、不扎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确保防护安全。

迅速组织慰问关怀。安排 277万元用于职工生
活保障和应急食品购置及留观人员慰问。坚持向
疫情较重的西安地区所辖班组和青工较多的高铁
班组倾斜，向沿线站区的防护员、添乘人员、炊事员
等重点岗位倾斜伙食，做好职工食堂食材的采购、
补充、储备工作，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关心特殊职工困难。截至目前，集团公司职工
被地方防控部门集中管控92人，居家隔离550人。各
单位通过电话慰问 1200余人次，帮助被留观职工代
购、送餐1100余次、开展心理疏导350余次。

24小时做好应急处置中国铁路西安局工会

西安曲江新区工会

“暖流”涌动社区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文/图均由西安市总工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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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 速 开
展助力疫情
防控慰问活
动，为战“疫”
的医院、社区、
防控点值守人
员，送去了来
自“娘家人”的
温暖礼包，把
党和政府的
关心关爱及
时送到防疫
工作者的心
坎上。

12 月 25 日
凌晨 6 时，大雪
纷飞，这天是全
国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的日
子，西北工业大
学工会 62 岁的
扶贫专干秋卫
平在学校南门
口 值 班 ，负 责
考研学生证件
查验和路线引
导。虽然双手
双脚已经被冻
得麻木，但他依
然坚守在一线，
直到所有考生
安全进入考场。

□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