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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2021 年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繁华热闹的古都西安按下了
暂停键。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不
负保供保热使命，疫情防控措施不
断升级。石泉水电厂积极响应，一
支由团委书记挂帅、一群青春洋溢
的年轻人组成的防疫专班迅速投入
到抗疫保卫战中，在疫情防控中淬
炼青春担当。

身先士卒小组长

被委以重任，身兼数职却游刃有
余的团委书记陈方超被周围的年轻
人亲切地称呼为“超哥”。

接手防疫专班后，陈方超为避免
工作交叉、重复，通过群策群力，最终
利用思维导图、在线表格的强大功
能，绘制出《疫情防控手册》。将人员
信息、出行规定、核酸检测等七大类
分项细化成 17小项，小区人员动动
手指，各项制度、政策就了然于胸。
作为组长的他，加班加点已是工作常

态，偶尔提起孩子时，“超哥”才突然
想起有一个多月没顾上给家人视频
了。提起四岁的孩子，陈方超总有深
深的愧疚感。

用心务实“胖哥俩”

张一凡、董鑫两个胖墩墩的 90
后男孩，灿烂的笑脸极具亲和力。小
张除负责每日统计信息外，还兼顾行
政人员每天近 100次的测温、登记工
作。大厅没有暖气，门外嗖嗖寒风直
往裤腿里钻，跺着脚、搓着手取暖的
小张总是开玩笑地说：“男士也美丽
冻人哦。”做好 15名备值、备班人员
的后勤保障工作更是重中之重，“虽
然累点，但能解除安全生产后顾之
忧，值！”小张肉嘟嘟的脸、一口白牙
笑起来格外喜庆。

负责信息发布、核酸检测场地布
置和志愿者轮换值班的小董，看似轻
松，其实不然。一个过千人的小区，
疫情防控可马虎不得。查看行程码、

测温，寒冷的冬天，一站就是一整
天。特别是大冬天，考验人的不仅是
身体的劳累，更是毅力的比拼。

不让须眉“姐妹仨”

看似弱不禁风、说话柔声细语的
李楠、段晨、张娇，在执行疫情防控任
务中，却是风风火火，与平时判若两
人，尽展巾帼不让须眉之风采。

年轻的二宝妈妈李楠，是个暖心
的大姐姐。她时不时给伙伴们送来
发热艾灸贴，给生理期的搭档冲泡红
糖水，三姐妹互相体贴，坚守共进。
元旦期间，她和同事加班三天，晚上
回去倒头便睡，以这种特殊方式度过
了入职以来最特殊的新年。

老家湖北十堰的段晨，曾近距离
和疫情擦肩而过，更能体会当下陕西
人的担忧和紧张，工作中她总是倾尽
全力，力求做到无缝对接。同厂的未
婚夫小赵被选入备值备班人员隔离，
虽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伙伴们

问：“想未婚夫吗？”她害羞回答：“肯
定想啊，但是要有大局观，等疫情结
束了，再一起回家吃顿好的。”

柔弱的张娇，加入防疫专班就一
直高速运转着，从最初的懵懵懂懂，
到如今的得心应手。随身携带的笔记
本详细记录着每一个外出人员的信
息，随时做到有问必答，有据可查。1
月6日，正在工作的张娇，突然接到弟
弟的微信：爷爷病逝了。下班回宿舍
的路上，想到最疼爱她的爷爷就这么
走了，张娇再也忍不住了，蹲在路边
恸哭起来，“亲爱的爷爷，远方的阿娇
愿您一路走好。”第二天，坚强的张娇
又义无反顾走到防疫一线。

疫情下涌现出的一批批默默奉
献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
有大爱无声。衷心希望所有的“逆
行者”能早日脱下“战袍”，希望像

“超哥”“胖哥俩”“姐妹仨”一样勇敢
战疫的人，在春节能与亲人久别重
逢、深情相拥，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
安好。 □程晓艳

没有豪言壮语 只有大爱无声
——记大唐陕西公司石泉水电厂职工志愿者

“我做的事真的只是小事，微不足道，这
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实在没有什么值
得宣传的。”就职于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
工程局第四工程公司总经办的叶志玲说。

“我有经验，我上！”

2021 年 12 月 23 日，西安按下了暂停
键。店铺关门、工厂停工、学生停课，街上没

有步履匆匆的行人，
路上没有了车水马
龙的景象，冷清得让
人悲伤。负责公司后
勤服务工作的叶志玲
挺身而出，甘当志愿者
领队，负责所住绿地小
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绿地小区南北二
区共计 2000多户，社
区紧邻西北最大的批
发市场，车流人流密
集，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且复杂。

“在这特殊时刻，
你冲到前面，不害怕
自己被感染吗？”

“害怕。但我更想在国家有困难、有需
要的时候，尽我所能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加之去年参加过防疫战，比较有经验。”

“有经验”，看似简单的三个字，殊不知，
背后却是数不尽的心酸。2020年新冠疫情
暴发的时候，叶志玲的丈夫正在国外工作，
家里只有年迈的父母和正在读高二的女
儿，当时的叶志玲和现在一样，选择冲锋在
前，负责公司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

作。穿梭在空荡的街头，一家一家去寻找、
购买口罩，办公区域消毒消杀、人员情况统
计……她忙得不可开交，顾全了“大家”，却
忽视了“小家”，好在父母、女儿理解她，这给
了她很大的动力。

“我是党员，我来！”

每天早上6时，天还是一片漆黑，寒风呼
呼刮着，叶志玲身着防护服，拿着大喇叭，就
下楼和志愿者集合了。她根据疫情形势、志
愿者年龄等情况分配任务，然后大家开始消
杀、配合医务人员进行秩序维护、核酸检测
等一天的服务工作。

从参加志愿者工作开始，绿地2000多户
居民就成了叶志玲守护的对象。

“我老伴腿疼得厉害，能不能先给他做
核酸？”一位老奶奶找到医务人员说道。

“有位大爷腿疼，不方便，能不能给他先
做个核酸，麻烦大家理解一下。”叶志玲赶紧
协调。

从开始做志愿者的那天，叶志玲每天要
面对大量的协调沟通工作，面对矛盾与误
解，她耐心与小区居民沟通协调。

“她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身上不由自
主散发着感召力，她当志愿者领队太合适不

过了。”小区邻居这样评价叶志玲。
“大灾面前，任何人都不是旁观者，危急

关头，如果党员都退缩畏战，那谁来挑起疫
情阻击战的大梁呢？我是共产党员，我来！”
叶志玲如是说。

“今天的辛苦，值得！”

“辛苦你们了！”小区居民在群里纷纷给
志愿者点赞。

“最辛苦的是叶姐，她一个人又要组织，
还要干活，身体和大脑都忙个不停。”同是志
愿者的年轻小伙小李说道。

“老婆，辛苦了！”
“老妈，辛苦了！为你骄傲。”看到家人

发来的信息以及大家伙的评价，叶志玲热泪
盈眶，心里一阵暖意，“辛苦点，但值了。”

从守护万家灯火，到为民服务解难题，
叶志玲的愿望只有一个，那就是疫情能早一
天过去。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她以“硬核”
的措施，筑牢一道道防疫战线。

当下的西安还有很多志愿者，像她们
一样，疫情期间不顾个人安危，为社区、为
单位、为大众贡献着一份份平凡的力量。
她们用行动诠释了逆行的勇敢，谱写出电
建人的奉献情怀。 □袁欣欣

电建人的奉献情怀
——叶志玲抗疫记事

工作中的叶志玲工作中的叶志玲。。

“一进家门，一桌子美食，还
有妈妈最拿手的秘制红烧鸡块，
全是我的最爱，朝思暮想好多天，
回家的感觉真好！”1月17日20时
许，陕西理工大学会计专业大四
学生关睿童在朋友圈发文。这
得益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汉中车务段的“汉水情”
亲情服务。

1月 12日以后，随着陕西本
土确诊病例减少，省内各地大
中专院校开始实施分批次、错
峰放假。

为做好学生出行服务，畅通
学生回家路，汉中车务段在微信
公众号、头条号、视频号、微博等
平台，加大学生票业务和防疫小
常识宣传。为最大限度避免学生
聚集和交叉感染，他们把售票处
开进陕西理工大学等院校，客运
员魏璐和同事们走进校园，提供
送票上门、购票咨询、学生票优惠
资质核验，以及开行点对点高铁
学生专列等出行服务，全力护送
学子们安全回家。

“你们服务都赶上高铁速度
了，我们才宣布放假，你们就及
时上门售票，太感谢了！”在进校园服务中，关睿童高兴
地向魏璐咨询车票售改签操作常识，魏璐详细耐心为其
解答。

1 月 14 日 9 时许，关睿童和同学们从学校分批乘坐
爱心大巴到汉中车站落客平台上，车站工作人员早已开
辟好学生专用通道，大家下了汽车，依次经过测温安检
门，出示行程卡和健康码后，顺利经过检票口，到达车站
6站台。

“回家喽！我们坐高铁回家喽！”C9360次列车进站前，
关睿童和同学们不约而同欢呼起来……10时04分，陕西首
趟高铁点对点学生专列C9360次缓缓驶出站台，430余名陕
西理工大学的学生顺利踏上回家旅程。

1月12日至18日，该段汉中、鄠邑等站累计开行高铁点
对点学生专列3列，安全护送学子11728人顺利回家。□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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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这么多小区，就数你们最专业。”1 月 10 日下
午，中交一公局西北工程有限公司（简称西北公司）疫情
防控志愿者们正在对快件进行消杀，门外的快递员对他
们这样说。

根据属地防疫需求，西北公司从数据产业园项目部
抽调 10名志愿者，组成第三支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驰
援航天基地城发集团，承担起了曲江千林郡小区的物
资接收、消杀和分发工作，守护物资到达居民手里的

“最后一米”。
为了确保尽快熟悉工作，志愿者们第一时间就位到

岗，立即熟悉小区环境，并开始对新到场的防疫物资进行
分类卸货。无接触配送的防线上，志愿者们是派送人员
和小区居民之间的“桥梁”，也是把好防疫关的重要一
环。他们将接收到的每一件物资逐一进行全面消杀、分
发后，存放在物品柜上，通知居民来取。

第三组组长关明岩说：“早上 9点忙到晚上 9点，频次
多，尤其是每天午饭和晚饭前后更是高峰期。”小区共有
居民 5000多人，采购量大，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者
们也会送货上门，让他们少跑路，在家就能吃到放心菜。

志愿者们每天经手的物品达 700 多件，既要面对居
民，还得和社区工作者、快递配送员打交道，开展工作并
不简单。但志愿者们都以防疫抗疫为己任，力求服务暖
心、细心、贴心。

早上一到岗，志愿者们便会对前一天的物资进行排查，
打电话提醒居民及时领取；有人不理解，他们就耐心解释，
强调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反复喷涂消毒液，手冷得刺骨，他
们没有懈怠和怨言，仍然细致做好服务……在他们看来，每
一个步骤、每一项要求，都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大事，要做实
做细，绝不松懈。

除了保障好物资配送，志愿者们还会帮核酸检测人员
搭帐篷，安排夜间值班。需求在哪，志愿服务就到哪。居民
看到“蓝马甲”上的标识，纷纷称赞“中交一公局的职工工作
认真、素质高！”

开展志愿服务的几天里，这勇敢逆行的一抹“蓝”，俨
然成了一个活跃的符号——有困难找他们准没错。全面
解封尚未到来，他们仍将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岗位上，助力
社区守好门户，等待最终的胜利。 □马建强 郭亚维

打通物资配送的“最后一米”

←近日，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党委
精准施策，为打赢疫情防控和科研生产交付“双
线”战提供有力保障。图为防疫人员正在厂区
消杀，为生产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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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公司工务机械
段紧抓防疫、生产
两条主线不放松，
保证各项工作平
稳有序推进。

□刘刚 摄

“作为劳模，关键时刻要有担当，再困难，也要
确保天然气安全平稳输送到千家万户。”陕西省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安全员张勇说。

近一个月来，张勇所在的延安分公司是全省天然
气保供的主力军，保障着全省除榆林市之外其他地市
的天然气供应。作为集团公司劳模的他主动申请加
入分公司应急保供突击队，从 2021年 12月 6日以来，
一直坚守在岗位上。

张勇说，场站一般比较分散，正常情况下，设备故障
可以调集力量进行维修，但疫情期间物资、人员都紧张，
不能及时到场，工作强度加大。面对困难，他没有退缩，
编制了4份制式检查表和工作清单，通过电话、微信对有
需求者进行指导。

1月12日，张勇在小区物业群里分享着燃气灶和热
水器一般故障自主维修六步法。

这个灵感来自一件小事。
2021年 12月 24日，张勇妻子打来电话说家里天然

气灶打不着火，不能做饭，他就通过视频指导 13岁的儿
子，逐项进行排查，处理了故障。

在解决了自家燃眉之急后，一个想法浮现在张勇的
脑海中，疫情期间，应该还会有不少家庭会遇到这样的
问题。于是，他结合专业知识，整理出燃气灶和热水器
一般故障自主维修六步法，并群发在小区业主群，帮助5
户家庭完成故障排除。他提供的方法被大家争相转发。

“燃气灶具维修本是一件小事，但在疫情期间，却变
得万分艰难，没想到，我的一个小举动却帮大家解决了
大麻烦。”张勇说。

这只是张勇在疫情期间保障天然气供应的一个
缩影。 □实习记者 郝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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