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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辉

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有很
多人用大爱为我们构筑起一道
道生命的屏障，用行动诠释了
如春天般温暖的社会责任担
当。源汇新区管委会机关干部
付朝峰就是这样一名“硬核干
部”，让人心疼的是，他在执
行防控值守任务时，突然一头
栽倒在地。目前，他正在市中
心医院治疗。

2 月 19 日晚上 9 点 30 分，
付朝峰正在金都尚城小区门口
防控值守，突然一头栽在了地
上，旁边的党员志愿者和保安
迅速上前查看。

“当时他就昏迷了，我们
感觉情况不妙，赶紧拨打了

‘120’。”小区保安说。

随后，付朝峰被送进了市
医专三附院，由于病情严重，
又转送到市中心医院救治。经
过检查，付朝峰被诊断为脑动
脉瘤破裂出血，需要做手术治
疗。

“朝峰已经在抗疫一线战
斗了 26 天，充分彰显了一名
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2
月 20 日，源汇新区管委会有
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接到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任务后，单
位派付朝峰到小区值守，他
毫不畏惧退缩，每天早上 6
点准时到达，晚上 10 点才回
家，吃饭也不离岗。接到付
朝峰病倒的消息后，既震惊
又痛心。

“付同志工作真没得说，
到小区后啥事都是一马当先，

门口值守、防疫宣传，有他；
为小区重要区域清洁消毒，是
他；为居家隔离的居民配送生
活用品，还是他。”小区保安
这样评价付朝峰。

金都尚城小区的业主们得
知付朝峰病倒后，都很关心，
但特殊时期，大家没法前去探
望，只好在业主群里发消息向
他致敬：“源汇新区管委会的
付朝峰，自疫情防控开始就坚
守在咱们小区，他早出晚归，
兢兢业业守护咱们小区的安
全。管得严，有些业主不理
解，还骂他。人家为了什么？
不还是为了咱们小区的安全！
现在累倒了，为了不辜负他的
付出，我们一定要配合政府，
配合志愿者，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

连续奋战26天 他病倒在抗疫一线

程发明：打起十二分精神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今年 50 岁的程发明，家
住源汇区戏楼后街社区，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他第一时间

“请战”，协助社区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2月20日，记者进行
了采访。

程发明是一名志愿者，经
常参加社区组织的志愿活动，
当被问及为何要冒险参与防疫
工作时，他说：“我在社区住

了几十年，对社区的一切充满
了感情，社区开展防疫工作，
我当然要支持。面对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我必须得站出
来，打起十二分精神，和社区
工作人员做好防控工作，决不
能让病毒钻了空子。”

程发明每天轮班值守在社
区设立的疫情防控点，并和社
区工作人员一同走街入户，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遇到聚集在
一起的群众，他就主动上前劝
导。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程发明舍小家、为大家，放
弃了与家人团聚，从大年初
二 开 始 连 续 奋 战 在 抗 疫 一
线。“疫情当前，人人有责，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疫情
防 控 工 作 ， 都 能 够 健 健 康
康。”程发明说。

林永杰：呵护孩子们健康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今年 48 岁的林永杰是市
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1月
29 日以来，她一直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呵护孩子
们的健康。2月18日，记者采

访了她。
每天早晨5点起床，林永

杰洗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
孩子们熬抗病毒的中药和梨
茶。“这些中药能够增强孩子
的免疫力，天气干燥，容易上
火，梨茶能清肺去火。”林永
杰说。

熬上中药后，林永杰开始
查房。室内消毒、通风怎么
样？孩子们测体温了没有？身
体状况有无变化？……这些工
作，都包含在查房工作范围
内。看到护理人员在忙碌时，
林永杰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搭把
手。查房结束后，她又帮忙给
孩子们喂饭。

林永杰持有营养师证，在

疫情期间，为了提高孩子们的
抵抗力，她监督起一日三餐的
饮食搭配和加餐情况。对于体
质较差的脑瘫儿童，她则根据
体质，尽力做到科学营养的饮
食搭配。

因为采取封闭管理措施，
保洁工没有上班，林永杰担起
了儿童楼内的卫生打扫和清洁
消毒任务，每天上午和下午都
准时在楼道内消毒。多日来，
林永杰白天不停忙碌着，直到
晚上孩子们进入了梦乡，清洁
公共区域卫生后，她才能松一
口气。“全国有那么多人支援
武汉，我能尽自己所能呵护孩
子们的健康安全，辛苦一些不
算什么。”林永杰说。

程发明为进出的居民登记。

□本报记者 潘丽亚
吴艳敏

2 月 20 日上午，在郾城
区井冈山路社区一处疫情防
控点，记者见到了社区监委
会主任王艳黎和志愿者和庆
欣，他们正在执勤。

王艳黎告诉记者，他大
年初二接到通知后，主动请
战，到辖区排查巡逻、卡点
执勤、社区消杀、开展防疫
知识宣传。

每 当 王 艳 黎 发 现 新 问
题，他就及时反映解决。因
为连日加班，他的嗓子已经
沙哑。“其实每次和返乡隔离
人员接触，说不担心是假
的，但我既是社区监委会主
任，又是党员、退伍老兵，

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冲在第
一线，冲在最危险的地方。”
王艳黎说。

而志愿者和庆欣也是一
名退伍老兵，参加疫情防控
工作以来，一直坚守在防控
卡点，虽无豪言壮语，但他
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若有
战，召必回”的承诺。

连续10余天，和庆欣值
守在抗疫一线，过多走动使
他膝盖的旧疾隐隐作痛，但
他没有抱怨，没有退缩。社
区领导提出让其他人接替执
勤，和庆欣婉拒了。

“在这值班我已经熟悉了
情况，换个人就要从头再
来，还是我上吧。疫情防控
什么时候结束，我就什么时
候休息。”和庆欣说。

老兵新岗

闫利杰的愉悦
□本报记者 张玲玲
通 讯 员 王婧哲

胡洋洋

“疫情知识还得继续讲，
要让村民们认识到疫情的严
重性，没事待在家里，杜绝
出门乱逛、扎堆聊天……”2
月20日早上，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姬石镇卫生院负责人
闫利杰照例安排一天的工作。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闫利杰和其他医务人员
一起逆行而上，为村民的生
命安全筑起一道“防疫墙”。
2月1日晚，闫利杰接到姬石
镇大闫村卫生所报告，返乡
人员闫某的体温37.6℃，他及

时向上级报告，并陪同闫某
前往指定医院隔离区，所有
事宜办完已是晚上 11 点多。
第二天，他又为闫某送去洗
漱用品、手机充电器等物品。

为了消除闫某的恐惧心
理，闫利杰每隔一段时间便
同闫某及其家人通电话，安
抚他们的情绪，并进行心理
疏导。2月3日，得知闫某解
除隔离，闫利杰显得异常兴
奋和激动。“闫某被隔离后，
我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
头，坐立不安，隔离解除
后，感觉特别愉悦和轻松，
这也提醒我们，在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时，一定要谨慎、
细心。”闫利杰说。

老人突发病 社区帮送医
□本报记者 于文博

“谢谢社区工作人员，有
他们在，我们就安心了。”2
月19日，家在源汇区湘中社
区的田先生告诉记者，他父
亲心脏不舒服，在社区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及时就医。

田先生的父亲今年 89
岁，2 月 16 日，老人忽然感
觉心跳加快，心脏不舒服。
由于担心是新冠肺炎，田先
生向湘中社区拨打了求助电
话。社区工作人员赶到后，

联系疾控部门，将田先生的
父亲送往市中心医院，同时
告知田先生一家人居家隔离。

2 月 18 日，医院传来消
息，田先生的父亲没有感染
病毒，是心脏方面的疾病，
可以回家治疗。当天下午，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慰问品，
再次来到田先生家中，安抚
一家人的情绪。

“不管居民有啥情况，咱
们都要管，尤其是特殊时
期，社区就是大家的后盾。”
湘中社居委主任张玉美说。

为了增强商户的
自我保护意识，2月
20日，郾城区市场
发展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在辽河路农贸市
场宣传防疫知识，为
商户们免费发放口罩
等防疫物品。

本报记者 王 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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