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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如战，岗位所在就是战场。
他们是“逆行者”——直面危险、挺身

而出。
他们是“排头兵”——警灯闪亮、警徽

庄严。
作为疫情防控中一支极其重要的力

量，人民警察日夜奋战，用行动诠释“人民
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不辱使命，战斗在党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

“队员们，请穿好防护服，让我们平安
进舱、安全回家！”2 月 13 日，武汉市公安
局江岸分局刑侦大队教导员许奎带领 10
名突击队员，列队进入新开放的武汉全民
健身中心方舱医院。

“我把要组建突击队、需要 11 人的消
息发到微信群时，立刻就有 20 多人报名。”
许奎说。

“穿防护装备有十几个程序，仅穿防护
服前就有 7 个程序。”许奎说，每个班次需
要在方舱医院内执勤 6 个小时，这期间不
能吃、不能喝，更不能上厕所。

“我们民警分成了 5 个组，分别负责勤
务安排、后勤保障、防护消杀等工作。”工作
间隙，许奎还组织执勤队员向医护人员请
教脱防护装备的流程和注意事项。

“作为一名民警，越是危险的地方，我
越要冲锋在前，不能辜负组织对我的信
任。”许奎说。

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方舱医院，战
“疫”一线这些关键地点，都是人民警察的
战场。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
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
展。公安机关在继续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有效服务企事业单位复工复
产，推动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
运行秩序。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有汽
车制造、家电生产等企业 1 万多家。

“目前形势下，唯有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企业复工复产，才能确保‘武汉保卫
战’的最后胜利！”武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局长刘明利说。

民警每天到厂里巡逻，指导疫情防控，
检查消防安全、治安状况，确保企业复工复
产无后顾之忧。

“我们厂有 5000 多人，目前已经上班
的有 900 余人。在复工复产中，民警主动上
门为我们办实事。”东风本田公司二厂有关
负责人说，该区沌口派出所民警在开工前，
对厂房消防设施进行了检查，指导工厂进
行了全面消毒。由于社区封控，民警又协调
有关部门帮助员工办理了通行证明。

不负重托，日夜守护践行为民宗旨

1 月 30 日下午，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
分局大智街派出所民警邵玉春来到泰宁社
区某居民楼，准备将该社区的疑似病患送
医隔离。

“快来帮帮忙啊！”突然，听到单元楼里
传来带着哭腔的呼喊声，邵玉春和所长刘
远杰立即跑进楼道。

68 岁的周大爷瘫坐在楼梯上不能动
弹，还正在发烧。邵玉春蹲下身子，在刘远
杰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将老人背起，固定好
后缓缓下楼。

一级、两级、三级……邵玉春小心翼翼
地将老人背到楼下的转运警车里，火速送
往医院。

人民的需要，就是人民公安的使命。在
严峻的疫情面前，广大民警、辅警迎疫向

前，无私无畏投入战“疫”当中。
常二社区是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汉

兴街道的一个老旧小区，居民以老年人
居多。

社区一名 82 岁的疑似病患陷入昏
迷，在转运过程中，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
分局汉兴街派出所民警刘晓钟在所长黄
亮和一名辅警的帮助下，用一把椅子将
他抬下楼。

“当时他已经瘫软了，当我们把他抬
起来的时候，他的头往旁边一歪，直接靠
在了我的头上。”刘晓钟回忆。

因为怕老人掉下椅子，刘晓钟就用
头顶着老人的身体，一直保持着这个姿
势将他抬下楼，抱上转运警车，送往
医院。

从 1 月 26 日他接到任务，负责协助
转运病人到医院和隔离点，两个月下来，
刘晓钟接送转运的病人已有四五百人
次，“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转运了 28 个病
人。”

“在疫情面前，所里没有一个人退
缩。病人救治不能耽搁，必须争分夺秒。”
这名 52 岁的退伍军人语气坚定。

在主战场湖北，广大人民警察活跃
在 4500 个社区、2 . 5 万个行政村，与抗
击疫情各部门工作人员一道筑牢抵御疫
情的“防火墙”。接患者就医，送患者回
家，帮患者买药取药……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第一线，广大公安民警拼搏奉献，彰
显人民公安的为民本色。

不忘初心，奉献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当前，返汉复工复产队伍不断壮大，
被按下“暂停键”的武汉正在重现生机。

然而，连续奋战 61 天的民警吴涌，
却永远倒下了。

1989 年警校毕业的吴涌，从警 31
年，干部履历表上清晰地记着：连续 6 年
优秀公务员，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7 次
受到嘉奖。

“老吴是社区工作的好搭档。”汉正
街共和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熊恒超是个
“80 后”，“60 后”的吴涌比他大整整 14
岁，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工作中的默契
配合。“他是累倒的啊！”一时间，熊恒超
的泪水不知不觉模糊了双眼。

3 月 18 日，吴涌一大早就带着 6 个
安保队员、4 个协管员去社区巡查。当
天，他们走遍整个社区，居民容易聚集的
健身休闲处、犄角旮旯都没放过。其间，
他还登门走访了 5位需特殊关照的孤寡
独居老人，逐一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
生活需求。

3 月 20 日，政府下发的爱心鱼到
了，每条鱼足有三四斤重。共和社区很多
门栋没有电梯，上下全靠爬楼。各个门栋
挨个爬一遍，肩扛手拎，吴涌腰酸腿疼也
忍着、坚持着。

3 月 22 日上午，天放晴了。吴涌又
一早来到封控卡点值守，碰到几个想违
规出门的居民，他耐心地上前劝解。中
途，一个居民到所里报案，他返回所里
接待。

谁也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能
回到社区……

截至 3 月 23 日，在战疫情、防风险、
保安全、护稳定的第一线，77 名公安民
警和辅警因公牺牲。

1 月 21 日，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
山分局中队指导员李弦奋战在抗击疫情
战线上。此时，他头疼已 3 天，每天工作
10 余个小时，累了困了就在沙发上休息
一会儿。

9时 30 分，中队内勤民警梁潇来到
李弦办公室，让李弦确定春节假期执勤
时间，李弦选定除夕晚上 11 点到初一 1
点的执勤时间段。“他每年都是这样，总
是把除夕和家人团聚的机会留给别人。”
梁潇说。

12时，太过劳累的李弦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连续加班 3 天的他，因为过度劳
累突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牺牲，年仅
37 岁。

伤恸无尽，为民无悔。
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警魂。战

“疫”还在继续，人民警察奋战不息！（记
者熊丰）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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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3 月 25 日电（记者张宇
琪、尹思源）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
元，一直是疫情防控的基础和一线，也是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前沿阵地。天津
市内疫情目前得到有效管控，但是警报
尚未解除，每个社区的党委书记作为“小
巷总理”一直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

境外留学生归津 做好管理

和服务

对租户梳理、排查、登记造册；劝返
聚集居民；关闭不必要通道，严查进出人
员；新增“来访人员登记平台”；设立快递
领取点；加强宣传，提高居民防控意
识……劝业场街新津社区党委书记郭嘉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统筹做好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

新津社区位于天津市的中心地带，
1400 余户居民，几乎一半是外来流动人
口，社区管理难度高。此外，社区的疫情
防控重点正逐步从省外返津人员的管理
转向境外返津人员的管理。“不少家长担
心在外留学的孩子，纷纷买机票让孩子
回国，境外返津人员增加了不少。”郭
嘉说。

在天津市还未全面实施入境来津人
员集中隔离措施之前，社区就担当起了
境外返津人员的隔离管理重任。“对于

有境外返津人员的住户，我们会每天
上下午两次对他们进行体温检测，他
们的生活垃圾我们社区卫生院也会按
照标准进行专业化处理。”郭嘉说。

自从新冠疫情暴发，郭嘉的脚步
便没有停过。为让居民提高对疫情的
认知度，郭嘉和社区志愿者们一起将
天津市的新冠肺炎“明白纸”和致全体
居民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张贴到社
区每栋居民楼的每一层。

企业商户复工忙 宣传防

控做到位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天津市
南开区嘉陵道街宜宾西里社区的
“ 80”后党委书记徐莉莉一直奋斗在
社区一线。

宜宾西里社区是南开区西部的老
旧小区，社区中小区片零散，只有准物
业，租房、登记空房率相对较高。针对
社区特点，徐莉莉总结了一套工作方
法，并编成顺口溜辅助工作人员工作，
也确保战时责任贯彻到位。

近期社区内不少中小型企业开始
复工复产，150 余家商户也陆续重新
营业。辖区内的天津市春祥灯具有限
公司是天津市政府认定的“津门老字
号”企业，在该企业复工之前，徐莉莉
就带领社区工作人员为企业人员详细

讲解复工注意事项，如办公区域如何
消杀，省外务工人员如何管理等。

“80 后”的她，在干活时总带着一
股利索劲儿。针对重新营业的个体工
商户，徐莉莉带头帮助每一个商户准
备额温枪，张贴“津门战疫”二维码，以
及帮助商户检查进出人员的体温和
“健康码”，并做好记录。

天津市上线“健康码”实施“绿
码、橙码、红码”三色动态管理后，
徐莉莉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帮助辖区
内企业人员和居民正确申领天津“健
康码”，确保疫情防控不漏一户、不
漏一人。

“医生奋斗在‘救治一线’，我们坚
守在‘防控一线’。只要疫情还未结束，
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徐莉莉说。

学习韩语好沟通 社区有

事冲在前

天津市南开区阳光 100 国际新城
社区是一个拥有 6000 多户居民的大
型国际化社区，外籍居民多。三月来，
随着外企复工复产，不少外籍人士带
领家人返回天津工作学习，给社区的
防疫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在社区外籍居民中，大部分来自
韩国。为了与返津韩国人更好地进行
交流，社区党委书记王叩专门学习了

简单的韩语，向他们普及天津现在采
取的各种防疫措施，提醒他们按规定
居家隔离观察，并协调相关人员解决
他们在隔离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疫情发生后，在南开区阳光 100
国际新城社区居民眼中，王叩不仅是
社区的防疫宣传员，更是随叫随到、能
干事的“小巷总理”。

2 月 11 日晚，王叩在小区门口执
勤，听闻小区一栋楼的三楼露天阳台
堆放的物品有着火迹象，顾不得多想
就往出事的楼栋跑去。

虽然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但失火
的住户因为疫情影响还未回津，如何
救火又成了棘手的问题。“眼看火势越
来越大，我一边拨打 119 联系消防车，
一边协调楼上住户从楼上泼水，并想
办法接近着火点尝试扑灭火苗。”王
叩说。

消防人员到达后火势已基本扑
灭，消防人员告诉王叩，当时火情已经
到了火灾的发展阶段，如果蔓延到屋
内，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个社区党组织，就是一个战斗
堡垒，每一栋楼，每一户人家，都有一
位 “小巷总理”在守护。“疫情还未到
放松警惕之时，我们要继续筑牢社区
这第一道防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王叩说。

天津：“小巷总理”战“疫”记
习 近 平 致 敬 的 战“ 疫 ”英 雄

公 安 干 警 篇

▲武汉市

公安局江岸区

分局大智街派

出所民警邵玉

春将病患背到

警 车 里 送 医

（ 1 月 3 0 日

摄）。

新华社发

唐丽娜是一名“替补”，不过 ICU 里
的“替补”，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替补。

在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二科，其他
护士都定岗了，唯独唐丽娜是随时替班，
哪里缺人，她就要上。换句话说，唐丽娜
必须业务技能全面。

治疗、质控、班组……来到火神山医
院 50 多天了，唐丽娜几乎干遍了病房所
有的护理岗位。

在重症病房，每一名医护人员都直
面被感染的风险，唐丽娜也不例外。而这
些日子，她还至少有 3 个活儿，危险系数
更高。

“爷爷，我给您擦擦嘴，这样会舒服
点。”明知昏迷的患者没有意识，每次操
作时，唐丽娜还是尝试和他们沟通。作为
日常护理工作的一部分，唐丽娜要为患
者清洁口腔。

“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必须要摘下口
罩，与我面对面不到 30 厘米。”唐丽娜
说，为患者擦拭口腔时，因为咽喉受到刺

激，还会遇到患者咳嗽，气道飞沫、口
腔黏液喷向她的面屏。

一名患者的口腔清洁工作，需要
20 多分钟。一个早班下来，唐丽娜要
为 7 名昏迷患者进行口腔护理。

“不害怕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拼
的是业务技能。”唐丽娜说，她是一名
军队文职人员，曾在护理业务大比武
中拿过冠军，荣立过二等功。

靠着业务过硬的底气，唐丽娜又
接了一个高危的活儿。

护士小赵找到唐丽娜，想让她帮
忙扎个动脉穿刺。“红区”里，护士们都
戴着三层手套，手指被勒得紧绷绷的，
灵敏度下降，不容易摸准患者的脉
搏跳。

唐丽娜来到病床前做了一个异常
举动——闭上了眼。

俯下身，唐丽娜用左手手指轻轻
摸索患者的脉搏，突然，手指停下
了，右手衔起针头，快速刺入动脉血

管，一股鲜红的血液流入导管，一次
成功。

“闭上眼睛更容易集中精力，脑海
里会浮现出一幅清晰的解剖图。”唐丽
娜说，在战时无照明条件下，“盲扎”能
为抢救伤员赢得宝贵时间，但这项技
能要求很高，也存在风险，不是每个人
都能练就。

“扎破了橡胶手套，麻烦就大了。”
唐丽娜说。

插管——是唐丽娜第三个高危
活儿。

做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是医生的
工作，但在纤维支气管镜和呼吸机
导管切换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护士
辅助。

管子的接口，是病毒浓度最高的
地方，堪称“毒洞”。

医生告诉唐丽娜：“你切换得越
快，大家就越安全。”她记住了这句话，
每次切换，用时都控制在 2 秒以内，让

尽可能少的分泌物排出。
接了这样高危的活儿，唐丽娜不

仅离“毒洞”直线距离最近，接触时
间也最长。她要用手固定气管插管保
持直立，还要防止导管插入刻度
改变。

这一握就是 20 多分钟，她能明显
感受到管子里的气体流动。

清洁口腔、“盲扎”、把持“毒洞”，
很多同行小姐妹说唐丽娜艺高人
胆大。

在整理一名不幸离世的爷爷的遗
物时，唐丽娜找到了一张公交卡，这让
她泪不能止。她不无遗憾地说，爷爷是
希望能从 ICU 病房走出去，坐公交车
回家。

“我只想多救一个人，而不是戴着
三层手套，还能感到他的手慢慢变
凉。”唐丽娜说。

（黎云、贾启龙、刘会宾）
新华社武汉 3 月 25 日电

“替补”护士唐丽娜的三个高危活儿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邓倩倩）疫情期
间，林斌是一个四处筹措口罩的大忙人。
口罩难买，儿童口罩更为稀缺，而这些儿
童口罩是专门为一群特殊的孩子准备
的，他们是患有白血病的儿童。

“白血病患儿需定期去医院检查、上
药，他们免疫力低，特别需要好的口罩。”
作为福建省助困公益协会的秘书长，林
斌长期为白血病儿童家庭提供帮助。疫
情发生以来，林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
群孩子。

大年初二起，接到白血病患儿家长
群的求助消息后，林斌便马不停蹄地寻
求购买渠道。

“成人口罩不能很好贴合儿童面部，
各地口罩都是售空状态，儿童口罩的购
买渠道本就少。”林斌告诉记者，他每天
都在为找口罩而四处联络，也在朋友圈
发出求助。

他发挥自己曾经的 IT 专业技能，
通过网络采购，也联络海外友人，共采购
到近 2000 个口罩。有的卖家听说口罩是
用来免费发给白血病患儿，便以批发价
格给他。

“他们不怎么赚我们钱，提供的儿童
用 KN95 口罩品质也有保障。”林斌说，
自己很感恩。

“我不做自然也有别人做。”在林斌
看来，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但在他的
带动下，更多志愿者加入他的战队。有人
一起张罗筹措口罩，有人开车将口罩送
到厦门地区的白血病儿童手中，有爱心
人士和企业捐资捐口罩……在他们的努
力下，共有 200 多个白血病患儿家庭受
到帮扶。

“疫情对于白血病患儿更多了一层
威胁，他们不仅缺口罩，还面临血荒。”林
斌讲述疫情期间白血病儿童的“惊险”遭
遇。一位患儿的血小板降到个位数，但血
库告急，协会紧急为其对接资源，并发起

献血倡议。
林斌对白血病儿童的关注始于五

年前。
一场大病劫后余生，他希望用自

己的力量帮助社会上承受着病痛的
人，于是他发起成立了福建省助困公
益协会。

他放弃高薪的 IT 行业，从一个
人的协会到如今 6 名专职成员，帮助
过近 400 个白血病患儿家庭。除了大
病救助之外，协会还设立病房教室，提
供儿童心理疏导等服务。

同时，他也是福建省社会工作联
合会医务社工专委会副主委。疫情期
间，他发起“协力八闽——福建医务志
愿者抗击肺炎行动”，组织 500 名社
工、医务人员、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
建立微信群，整理疫情信息、防护指南
和相关研究进展，也邀请相关领域专
家为其进行线上培训。

这个医务志愿者群还有一个重要
功能，就是为省内的隔离人员提供支
持。得知南平市有一对夫妻被隔离观
察，留下 7 岁和 14 岁的孩子无人照

看，他们立即对接当地社工帮忙看护
孩子。

林斌的助困行动不止于此。近
期，协会正在“搬家”。林斌说，打
算扩大规模，“未来将涉及更多领
域，医疗、教育、权益保护等，希望
召集兄弟机构一起加入，共同为弱势
群体服务。”

他喜欢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无穷
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
也许就是林斌的公益初心，用他的话
来说，助困帮扶“停不下来了”。

“愿每个病痛的孩子都不会成为孤岛”

记百名白血病儿童的守护者林斌

▲林斌看望一名即将做移植手术的白血病患儿（2017 年 12 月 5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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