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以赴 守护辖区居民健康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丰台区卢沟桥街道打好防疫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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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来自疫情防控一线的“微信家书”

与时间赛跑
中建二局建设者驰援雷神山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东坡

“老公， 现在是凌晨， 我只
能趁着倒班的时间给你发个信
息。 别担心我， 我现在很平安，
爸爸妈妈还好吗？ 孩子还好吗？
帮我照顾好他们。 你在一线执勤
一定要注意安全。”

每当夜深人静时 ， 卸下一
身的疲惫 ，曹杰对妻子阮征的
思念之情便在彼此的微信留言
里流淌，泛着泪花，带着担心，曹
杰哽咽地反复读着妻子的留言。

时间回到1月27日， 大年初
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驰援
武汉医疗队队员阮征和同事们即
将奔赴武汉防疫一线。 此时， 曹
杰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眼
泪夺眶而出。 走到阮征面前， 夫
妻二人互相擦拭眼泪。

1月28日， 宣武医院医疗队
抵达武汉后， 为了方便在一线抗
击疫情， 更迅速地穿脱隔离服，
降低感染风险， 阮征和其他女护
士就相互帮忙剪掉了各自的长
发。 剪子是办公用的普通剪刀，
镜子是手机屏幕， 理发罩衣是白
大褂 ， 临时理发厅就这样建成
了 。 每人梳着个小揪揪相互打
趣。 “留了20多年的长发被剪掉
了， 有点心疼， 但为了早日战胜
疫情， 任何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阮征说， 等胜利的那天， 她们再
续起长发。

“老公， 我剪头发了， 你看
是不是变成丑小鸭了。” 阮征将

剪发的事情通过微信留言给了曹
杰。 “不丑， 一点都不丑， 在我
心里你永远都是最美的， 你们前
方医疗队的女战士都是最美的。”
曹杰告诉记者， 看到妻子发来的
照片， 心里酸酸的。

1月31日， 穿好防护服、 戴
好护目镜， 阮征进入病房投入到
紧张的工作中。 从上午9点到下
午3点， 整整6个小时， 阮征没喝
一口水， 没吃一口饭。 “只要脱
下来， 防护服就不能用了， 需要
换新的。” 阮征说， “脱穿防护
服的过程是很危险的环节， 同事
们上岗后不吃不喝， 既是为免上
厕所免换服装节省物资， 也是为
降低感染几率。”

“我是预备党员 ， 这次出
征， 我主动报名请战的。” 阮征
告诉记者， 她小时侯体弱多病，

隔三差五总去医院看医生 ， 打
针、 输液成了家常便饭， 于是对
“白大褂” 有了一种特殊的敬畏。
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出色
的白衣天使。 2005年， 她实现了
儿时的梦想， 踏入了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的大门， 在神经内科
一干就是10多年。

曹杰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
队石榴庄站派出所所长， 因工作
繁 忙 ， 勤 务 多 ， 常 常 一 连 十
多 天 回不了家 。 孩子也暂时被
托付给了家里的父母。 “告别时
我忍不住哭了， 大学一年级我们
相识 ， 20年来她第一次见我流
泪。” 回忆起当时送别场景， 曹
杰再度哽咽， “以前都是她送我
出征， 这是我第一次送她出征，
相信她和她的战友们一定会平安
归来。”

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落实
房主负责制、 大数据问卷跟踪采
集、 亲情互助关怀疏导……连日
来，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多措并举，
优化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率，积
极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预防宣传和疫情排查工作。

封闭管理强化防控
房主负责制效果显著

“目前， 街道每个小区门口
都有专人负责测温登记。” 卢沟
桥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介绍， 特别是针对辖区一些老旧
小区、 平房区等， 街道已统一增
派保安力量， 协同社区工作者一
起加强管理。

“过去外卖、 快递都可以直
接送上门， 但现在只能自己到小
区门口自取。” 丰台路口社区的
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虽然感觉
很不方便， 但是特殊时期， 疫情
防控， 人人有责， “保护别人的
同时更是保护自己， 因此小区居
民都十分配合支持。”

此外， 针对流动人口较多，
结构复杂的五里店 、 青塔村地
区， 卢沟桥街道经分析研判后，
采取 “以房管人、 房主负总责”
的方式， 建立房主微信群， 实时
沟通返京人员信息， 将重点区域
科学防控落实落细。 “通过房主
加大对流动人口的监测， 实时通
报返京人员信息， 帮助我们降低
不少工作难度。” 卢沟桥街道防
疫工作人员介绍。

除强化管理外， 卢沟桥街道
与物业和专业保洁公司等加强协
作， 在各个小区内部增加消毒频

率， 对重点区域实施定点消杀，
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着力为辖区
居民提供健康的生活环境。

推进信息登记制度
互联网+大数据助力信息采集

“今天， 街道指导我们设计
了线上问卷， 上线后， 平均50秒
左右接收一份调查表， 节省了好
多时间。” 晚上10点多， 结束一
天的工作之后， 大瓦窑社区党委
书记宫晓雪为记者介绍了社区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排查采用的新方法。

卢沟桥街道辖区面积大， 常
住人口23万 ， 流动人口7.5万余
人， 庞大的人口基数为街道社区
的排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针对返京高峰期的到来， 为更好
地做好信息统计排查， 卢沟桥街
道依托 “问卷星” 软件设计 “线
上问卷调查”， 实现大数据宏观
管控。 各社区返京人员可通过扫
描二维码登记返京日期、 车次、
住址、 健康情况和对社区防疫的
意见建议等信息。

据了解， 卢沟桥街道已在37
个社区全面推行 “线上问卷 ”，
回收有效问卷近6000户， 为下一
步针对性疫情防控打好了坚实的
基础。

防疫信息宣传到位
亲情互助做好心理疏导

连日来， 卢沟桥街道不断加
强防疫工作宣传， 发放张贴 《致
居民一封信》 《疾病预防提示》
《共同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倡议书》 等各类宣传材
料近 2万份 。 利用社区居民短
信平台、 街道微信公众号、 居民
微信群等平台及时发布防疫相关
信息， 倡导居民养成良好的个人
生活习惯和公共卫生习惯， 减少
不必要的上门拜年 、 聚会 、 聚
餐、 外出游玩等活动， 积极做好
安全防护措施。 此外， 街道还在
37个社区分别开设便民热线和监
督电话， 发动群防群控， 确保无
遗漏。

针对已排查出的有湖北经历
或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卢沟桥街
道实施每日动态管理， 街道或社
区干部与其互添微信， 采取 “家
人式交流” 的方式， 每天通过视
频了解隔离观察情况， 做好信息
跟踪汇报。

为避免隔离人员生活物资
短 缺 ， 街 道 积 极 强 化 做 好 物
资保障 。 “正在进行医学隔离
观察的人员日常生活有影响， 需
要日用品或者蔬菜 ， 可通过电
话、 微信等联系所属社区， 社区
会 安 排 工 作 人 员 送 货 上 门 。 ”
卢沟桥街道防疫相关工作负责人
介绍。

此外， 卢沟桥街道也十分关
注隔离人员心理状况， 工作人员
主动向居民讲解防护知识， 在丰
台区疾控中心的专业指导下答疑
解惑， 疏导居民心理压力。

“作为属地 ， 责无旁贷 。”
卢沟桥街道防疫工作人员表示，
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面对疫情， 街道全体工作人员必
须全力以赴，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守护辖区居民的健康防
卫线。

2月5日， 武汉雷神山医院主
体建设已经完成， 施工进入冲刺
阶段。在医院建设中，中建二局响
应号召，紧急集结350余名来自山
东、河南、河北、江西、四川等地的
建设者， 连夜逆行驰援建设雷神
山，助力医院如期交付使用。

与时间赛跑， 350余名
建设者紧急集结

疫情就是命令 ， 防控就是
责任 。

2月3日上午， 中建二局接到
武汉雷神山医院急需援建人员的
通知， 交由所属安装公司牵头负
责。 随后召开紧急电话会议， 迅
速成立雷神山医院建设指挥部，
动员号召员工结束休假组成援建
队伍立即赶赴武汉。

众多建设者不顾风险， 踊跃
报名， 截至下午5点， 不到5个小
时时间， 人员基本全部落实。 数
十名员工率先从北京出发， 组成
党员突击队， 连夜驾车 “逆行”
赴武汉。 与此同时， 各地的工人
队伍积极响应， 随身携带电锤、
切割机、 焊机、 热熔机等设备，
马不停蹄地赶往雷神山。 到现场
即上战场， 全面展开施工。

“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越
是能考验我们的组织能力， 大家
都是好样的！” 2月4日凌晨3点，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副总经理、 雷
神山医院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刘德
仁率队到达， 立即启动施工倒计
时，尽最大努力与时间赛跑。上午
7点半， 现场指挥部召开部署会
议， 下达工作任务， 明确工作职
责， 成立后勤保障组、 医疗防疫
组、商务财务组、外部协调组、物
资协调组和安全生产组等6个工
作组， 确保援建工作和疫情防控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这是对建设者的一场大考，
他们不仅要精通施工工序， 还要
协调众多人力物力。 “疫情面前
没有旁观者， 支援雷神山医院建
设是我们央企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 作业人员正紧张施工， 他
们将克服材料短缺、 人员进出困
难、 心理压力较大等难题， 力争
以最快速度完成雷神山医院A5、
A7两个病区50间病房、 辅助机房
及屋面的机电管线安装。

星夜驰援， “我们农民
工不能袖手旁观！”

“武汉， 我们来了。 挺住！
加油！” 2月3日下午5点， 在办理
好体温检测、 出城路条后， 河北
邯郸临漳县14名农民工勇士自行
分乘4辆车疾驰离开城区， 驰援

医院病房机电安装项目。
带领这批勇士奔赴一线的是

四十多岁的班组长申成山， 常年
在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做安装工。
春节前， 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建
设的消息公布后， 他便一直想为
这场战 “疫” 做点事。 收到中建
二局通知 ， 老申在召集时说 ：
“我们有实力、 更有责任接下这
项工程 ， 为防控疫情出份力 ！”
大家都挺赞同老申的话， 下午，
申成山班组一行14人誓师出征，
开赴前线。

“家里人也担心， 毕竟是疫
情最严重的地方 ”， 申成山说 ，
“我说没关系， 公司给大家做了
最好的防护 ， 口罩 、 护目镜都
有， 现在是紧急时刻， 支援武汉
雷神山医院建设， 我们农民工不
能袖手旁观！”

历时13小时， 行程700公里，
经过5次体温检测， 申成山和工
友们轮流开车， 一刻不停， 终于
在次日早上6点到达武汉。 办完
进场手续后， 他便和大伙投身到
雷神山的建设中去。 老申视频连
线家人， 将施工现场和防护措施
的情况告诉他们， 得到了一致支
持： 你放心去忙， 国家需要你，
就要扛起这责任！

退伍不褪色， “我不去
谁去！”

在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 大
家有条不紊地加紧施工， 现场除
了专业的施工人员， 还有很多来
自五湖四海的退役军人。 中建二
局安装公司的现场工程师甘泉胜
就是其中一个。

2月3日， 公司内部号召经验
丰富的工程师驰援工程建设。通
知一发，名额在几分钟内就被“抢
夺”一空。年轻的90后退伍军人甘
泉胜抢先报名。“我是退伍军人，
退伍不褪色，经历过生死考验，心
理素质比常人更强。 如今又是管
理人员，我不去谁去！”

甘泉胜19岁入伍， 后来转业
来到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工作，曾
入选预备役部队方队参加过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式。
面对疫情，他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 ， 就主动请
战。我们是专业的安装团队，要为
国家、为武汉做贡献。家人很支持
我，他们非常自豪。”工地即战场，
退伍军人加入雷神山的建设，争
分夺秒打赢这场战斗！

提前一分钟交工， 就能提前
一分钟遏制疫情蔓延。 与时间赛
跑 ， 中建二局建设者们通宵达
旦， 全力以赴， 用爱的力量铸就
着新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