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莲城，感谢每一位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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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有着无数令人感动的人和事。

各地驰援的“大白”，顶着烈日，冒着风雨，进入社区开展核酸检

测采样；社区工作人员，深夜还在忙碌；志愿者来回奔波，带给居民温

暖和秩序；下沉一线的机关党员，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我们从

中采撷几朵“浪花”，听他们讲述许昌战“疫”幕后的故事。7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5月 14日，许昌中心城区全员核
酸检测的第12天。

凌晨 4点，闹钟准时叫醒了万微
微，屋里漆黑一片，静悄悄的。这一
觉只睡了两个多小时，远不够缓解前
一天的疲劳，醒来后更疲惫了。在床
上稍微醒了醒神，不能太久，时间是
奢侈品，这一刻尤其如此。

从5月2日起，魏都区七一社区干
部万微微就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力。
组织核酸检测、组建志愿小组、保障居
民生活……从清晨 5点开始工作，直
到夜色深沉，才凑合着在办公室睡下。

“应检尽检”，是抗疫的基本要
求。七一社区全部被列为封控区，每
天早上6点开始，万微微就和“大白”、
志愿者一起开始爬楼入户，逐家敲门
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作为社区工作
者，她要负责安排所辖网格内防控人
员的具体工作，中间还会接到各种各
样的电话，有询问工作进度的，有关
于大数据核查的，还有各种居民求助
的，“以前能用一天半的手机电量，现
在一个上午都顶不住。”

核酸检测只是社区工作的一部分，
更多的是要保障居民生活。拿买药和
就医来说，万微微负责的网格大概有

1000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五分
之一还多，许多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
有的还患有重症，就医需求比较大。为
此，他们成立了几个志愿小组，收集居
民需求，再根据轻重缓急上报。需要送
药时他们就是“跑腿员”，有些病人需要
去医院就诊，他们就帮忙联系医院，然
后由急救车闭环转运。

此外，万微微还需要对接街道的
职能部门，协调物资支持，组织下沉干
部、支援单位、志愿者等人员协同作
战，“不只是我一个人，社区的其他工
作人员也在一起坚持，大家都是凭着
热情和一股干劲儿来做。我们每天走
两三万步是常事，基本每天都要工作
到凌晨，一两点已经算是早的了。”7

社区工作者

万微微

机关下沉党员

潘旭峰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上午他是“小红”，在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下午他是“大白”，和党员消杀
突击队队员一起，对市区重点区域进
行消杀……从 5月 3日开始，许昌市
城市管理执法支队住房建设执法大队
三中队负责人潘旭峰就来到抗疫一
线，用行动为疫情防控工作做贡献。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我是党员，有责任站出来。”5月

15 日，正在东城区学院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的潘旭峰说。

每天5时许，潘旭峰就早早来到社
区，为即将开始的核酸检测做准备。“我
的任务是协助做好扫码登记，提醒居民
保持安全距离等。”潘旭峰说，对一些年
纪大的居民，他会耐心告知如何出示检
测码；对上网课的学生，他会主动给其
他居民说明情况，让孩子先扫码检测。

尽管守着家门，但潘旭峰从早忙
到晚，甚至连孩子生病都无暇顾及。

“女儿因突发急性阑尾炎住院治疗，可
疫情防控一线缺人手，我一直都没能
去医院陪护。”提起女儿，潘旭峰的声
音有些哽咽。

当初，听说单位要组织党员消杀
突击队的消息后，潘旭峰立即报名参
加。每天上午，他在社区参加志愿服
务；每天下午，他穿上“防护服”参加消
杀任务。消杀作业体力消耗很大，每
次脱下防护服后，里面的衣服都被汗
水浸透，脸上也被口罩勒出深深的印
痕，他却觉得“值得”。

据了解，此次许昌市城市管理执
法支队共有 58名党员干部向社区报
到，就地转为志愿者，在抗疫一线，展
现初心、锻炼党性。7

志愿者

游彬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疫情防控期间，来自各行各业的
志愿者们挺身而出，站在第一线，他们
舍小家、为大家，不辞辛劳为广大群众
换来方便和安心，魏都区新兴街道新
兴社区志愿者游彬就是其中一位。

游彬今年34岁，是一家建筑类企
业的负责人，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从5月3日开始，按照社区统一安排，
她就和社区工作人员吃住在一起，始
终战斗在疫情防控最前沿。“今年1月
份发生疫情时，我报名参加魏都莲心
志愿团，被分配到新兴社区参加志愿
服务，持续干了20天。”游彬说，“这次
疫情发生后，我又回到这里当起志愿
者，也算是轻车熟路。”

白天晨曦微露就开始引导大家
进行核酸采样，晚上还要统计分发第
二天要用的防疫物资，同时，游彬和
其他志愿者还负责服务居民生活保
障及社区临时安排的其他工作。每
天从早到晚，工作繁杂而琐碎，对体

力和耐心都是巨大考验。
“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社区工作

者的不易，苦和累都是收获。”游彬说，
参加志愿服务吃住都在社区，家里和
孩子日常上网课、生活都是丈夫在照
顾。“丈夫对我做志愿者很支持，我也
希望能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榜
样，让他们以后都能积极为社会作出
贡献，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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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 疫情大考书写出彩答卷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从人员有序流动到小区井

然出入，从小店开门营业到车

辆上路行驶……一度因突如其

来的疫情按下“暂停键”的许

昌，连续多日实现社会面零新

增，正有序恢复城市生产生活

秩序，重新焕发蓬勃活力。

汹涌而至的疫情，是对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

次大考，是对各级党组织、领

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战斗力的

一次检阅。许昌市委、市政府

深入贯彻中央有关疫情防控

工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全力以赴在最

短时间内圈住封死捞干扑灭

疫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

闻令而动，迎难而上。这

场疫情防控歼灭战，许昌市上

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彰显

党性之光，焕发人性之美，流

露家国情怀，倾情书写了一座

城市的坚强与温情。

繁忙是鲜之达中原国际农产品物
流港的常态。这个位于许昌城南、豫
中南最大的农产品物流港，每天大大
小小货车川流不息，蔬菜、水果交易量
占当地供应总量的80%以上。“我们的
蔬菜库存 2600 吨、肉类库存 300 吨、
粮油库存 1200 吨，叠加各商超的备
货，能满足中心城区一周以上需求。”
该物流港负责人尹松春说。

既要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又
要把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科学、精准、有序”是许昌秉承的原则。
聚焦群众生活保障，许昌市启动

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预案，对粮、油、
肉、蛋、菜等重点生活必需品开展货源
调度，464家商超有序恢复生活必需品

供应。许昌市还研发推出“许昌购销
配”服务平台，满足居民线上购物、线
下配送需求，先后发布购销配信息752
条，提供物资 3351.76吨，打通了生活
物资供应“最后一米”。

快递不停运、物资不断档、市场不
断货、超市不涨价……许昌筑起了保
通保供的坚固防线。

疫情肆虐，往往带来民生痛点难
点集中出现。特殊时期，封控区、管控
区居民日常医疗救治该如何保障？

围绕急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重
点人群，许昌市开设绿色通道，积极回
应民生关切，做好闭环管理，切实保障
群众基本就医需求。

5月 11日，魏都区文峰社区居民

谭家伟年逾七旬的父亲突发脑出血，
家人拨打急救电话 120 后，救护车迅
速赶到现场，通过“绿色通道”送往许
昌市中心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抢救及
时，谭老汉已转危为安。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位二
胎产妇被送到医院时，孩子即将出生，
医护人员精心守护，确保母子平安；一
位管控区心肌梗死患者，入院时已经昏
迷，在隔离病区成功进行了“体外循环
下心脏破裂修补术+冠状动脉搭桥术”
治疗，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

在疫情防控一线，人们看到了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坚守，看到了
迎难而上、傲然挺立的坚强脊梁，看到
了共克时艰、休戚与共的磅礴力量。

5月 2日，当不少人还沉浸在“五
一”小长假的轻松惬意中时，正在岗
位坚守的许昌市魏都区南关街道七
一社区党委书记马静接到新指令，立
即投入社区分类管理工作中。

当晚，魏都区报告首例阳性病例。
许昌市一键启动平急转换、进入战时状
态，18个疫情防控工作专班立即到位、
集中办公、协同联动，抢时间、抢速度，坚
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
楼阳生视频指导，省长王凯一线调度，
副省长戴柏华一线督导，省疫情防控指
挥部工作组赴许昌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许昌市委书记史根治、市长刘涛
坐镇一线，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形势变
化，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防控工
作，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打赢打好疫情
防控歼灭战。

——核酸检测，应采尽采。市委、
市政府连夜决定，将原定于5月4日开

展的全员核酸检测提前至5月3日，并
明确中心城区持续一天一次全员核酸
检测，按照“24小时一轮”的标准，加强
核酸检测组织管理，提高检测质量和效
率，确保应采尽采、不漏一人。

——科学划区，加强值守。全市科
学精准划定封控区140个、管控区 62
个，突出老城区无主管庭院、沿街门店
等薄弱部位，落细落实管控措施。从4
个县（市）抽调公安民警，充实道路、社
区卡口值守和街面巡逻力量，设置道路
执勤点26处，采取“点位+巡逻”方式，
进一步加密巡控频次、加大管控力度，
切实让社会面静下来、紧起来，最大限
度降低传播风险。

——流调溯源，精准排查。坚持
实行“一重点对象一专班”“一重点区
域一专班”模式，精准发力，全面科学
流调，对确诊病例的传播链、隔离链
再排查、再分析，确保捞干捞净，避免
拖尾现象，用最短时间“圈住”风险人

群、“封死”传播渠道。
——转运隔离，规范高效。规范

转运过程，提高转运效率，将所有风
险人员第一时间应转尽转、应隔尽
隔、动态清零。从严抓好隔离点规范
管理，坚决防止交叉感染。加强人文
关怀，高度关注隔离人员、工作人员
的日常生活、心理健康，让隔离人员
舒心、工作人员安心，坚决做到隔离
不隔爱、防疫不妨情。

以快制快，与病毒较量。战役一
打响，有一个词迅速出圈，那就是“许
昌速度”——2000多名增援的医护人
员不讲条件、星夜到位；4个多小时完
成许昌中心城区 120万人核酸采样，
平均每小时采样近 30 万人，创下纪
录；10多轮核酸检测争分夺秒、有条
不紊，迅速“圈住封死”疫情。

“为高效的许昌政府点赞！为我
有爱的家乡点赞！”网友“微光大义”
的留言，引发很多许昌人的共鸣。

手机铃声响起时，是 5月 6日凌
晨 3点 40分。魏都区大同社区党支
部书记宋改清又一次接到指令：“流
调发现，你辖区有居民被判定为密切
接触者，立即组织转运隔离。”

顾不上满身疲惫，凌晨 2点多才
休息的宋改清连忙起床，第一时间联
系对接，全力做好密接人员转运隔离
……就这样，在争分夺秒的忙碌中，
她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模式。

大同社区位于许昌火车站商圈，管
辖居民1500多户、4500多人，6名社区
干部是清一色的“娘子军”。新一轮疫
情发生后，社区被列入封控区，每个社
区工作者都觉得“肩头的责任沉甸甸”。

“我是党员，是社区书记，就要在
关键时刻顶上去，把社区这道防线守
严守好。”声音有些嘶哑的宋改清告诉

记者，社区要做的工作很多，她每天步
行两万多步、接电话超过200个。

像大同社区一样，和宋改清一样
“连轴转”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全市基
层社区工作者有2000多人。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冲在前面。
许昌市委组织部印发《关于组织机关
基层党员干部就地转化为疫情防控
志愿者的通知》，全市机关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来，设
立党员先锋岗、开展党员志愿服务，
投身疫情防控一线，让党旗在战斗一
线高高飘扬……

“我是党员我报名！”面对疫情，许
昌市人社局机关干部胡浩化身防疫

“大白”，一人兼数职，帮助核酸采样、
配送防疫物资样样拿手；建安区供电
公司驻蒋李集镇岗申村第一书记杨军

恒没有陪伴家人，没有片刻休息，到岗
申村开展公共区域消毒，协调防疫物
资等工作，一直奔忙在农村抗疫一线。

疫情防控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
大考。许昌市 9000余个基层党组织
示范引领，党员骨干使命必达、奋勇当
先，共同筑起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守望相助，
携手抗疫。

许昌汉风救援队、草之根社会服
务中心、蓝天救援队、许昌雷锋团等
一大批社会志愿服务组织，闻令而
动，各自发挥优势，积极参与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

数据显示：截至 5月 15日，许昌
市参与疫情防控志愿者超过12万人，
其中中心城区 40268人，累计服务时
长达72.8万小时。

“1月是禹州疫情，5月是许昌战
‘疫’，一仗接着一仗打，今年许昌格
外不容易。”网友“莲城白衣”由衷感
慨，“是这座城市的守卫者，靠着精诚
团结、顽强拼搏、无私奉献，让我们的
生活重归美好。”

一场疫情，见证了许昌人民的善
良和担当——

许昌市东城区名门尚居小区地
处封控区，小区居民王晓丽一度为生
活物资储备不足而发愁。让她没想
到的是，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许昌恒
达物业公司党支部急业主所急，多方
筹措货源，先后为 1000 多户业主免
费送来鸡蛋上万枚、蔬菜 1.1 万公
斤。全市544个物业小区、1.6万余名

物业工作人员闻令而动，充分发挥
“红色物业”先锋力量，奋战在防控第
一线，让服务更有温度。

一场疫情，见证了许昌人民的爱
心和深情——

5月 14日，在许昌市东城区祖师
社区，一位衣着简朴、年逾七旬的老
人为社区抗疫捐款 1800元后悄然离
去，留下的署名是“一爱心村民”；徐
家湾社区居民关女士不忍看租客吃
泡面，封控期间免费为30多名租客做
饭，被誉为“中国好房东”……

一场疫情，见证了许昌人民的厚
道和感恩——

“守望相助，共同抗疫。”“依依
惜别意，浓浓感恩情，欢迎常回来看

看……”5月 16日，洛阳、信阳、平顶
山支援许昌的 90名疾控工作者经过
多日鏖战，圆满完成流调支援任务返
程时，自发赶来的群众含泪送别；援
许核酸采集队 633 名“大白”在奋战
12天、圆满完成任务离开，许昌交警
以最高礼仪护航回家……

一场场爱的接力如滴水穿透岩石，
如星火照亮天空，温暖了莲城许昌。

疫情终将过去，城市有序“重
启”。

经历这次疫情大考的许昌，汲取
同心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正为建
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
搏击奋进，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阔步
前行。7

爱心传递的许昌温度

克难攻坚的许昌力度

逆行而上的许昌气度

抗击疫情的许昌速度

病房里，护士正在悉心照顾早
产儿。7 谭宜姝 摄

雷锋爱心社团的志愿者在京港
澳高速公路出入站口疫情防控卡点
对下站驾乘人员逐一查验，筑牢疫
情防控防线。7 谭宜姝 摄

虽然很累，但是游彬（中）觉得自
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潘旭峰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走在前。

万微微（右）和社区志愿者在交流。

工作到凌晨是常事

“疫”线“变装”的坚守

苦和累都是收获

众志成城 同心抗疫

随着许昌市疫情防控形势不断
向好，全市生产生活秩序正有序恢
复。下图为 5月 16日拍摄的许昌
市区八龙路一隅。7 吕超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