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工工友友情情怀怀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一切都会过去

1月21日， 我在网上看到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的 肺 炎 疫 情
的 新 闻 ， 去公司斜对面的小药
店买了些一次性口罩以作防备。
原以为疫情不会太严重， 过年时
我们还能像往常一样上班 、 聚
会， 不曾想， 事态的发展远远出
乎我的意料。

作为一名调控员， 一年四季
不 停 歇 的 工 作 是 我 的 职 责 所
在 ， 对可能碰到的突发情况也
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可当疫情真
正袭来的时候， 我还是有些猝不
及防。

每天， 我都会关注官方出具
的统计数字， 确诊人数、 疑似人
数和治愈人数， 心头回响的却是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讲的一句
话： “我们必须记住， 那些每天
变化的， 是人， 不是数字。”

1月25日， 大年初一。 我的
桌子上叠着几张保供电的单子，
全都是医院的。 我心里的责任感
油然而生。 或许， 我无法像那些
医生一样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救
死扶伤， 但是我可以在自己的岗
位上尽己所能， 为他们的工作保
驾护航。 此时身在调度台的我，
就像电网的医生， 随时监测着电
网的安全 ， 确保它不出一丝差
错， 让医生护士， 让所有市民感
受到灯火可亲。 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 值此之际， 各行各业的人都
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 试问
新春佳节， 谁不想舒舒服服地躺
在家中， 熬过这个寒冬？ 但是为
了更多人的健康， 为了社会的稳
定， 必须有人站在前面。

在这场风暴中， 医生是伟大
的， 面对疾病与绝望， 给人类带
来希望的就是这些 “白衣天使”；
建筑工人也是伟大的， 武汉火神
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在短短几天
内拔地而起的奇迹， 是他们不舍
昼夜奋斗而来的结果； 其他所有
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们同样是伟
大的， 大家一边与心中的恐惧作
斗争， 一边募集医疗物资支援前
线， 使这个寒意未消的冬春之交

变得异常温暖。
我想， 这温暖中势必也有一

缕光亮来自于许许多多和我一样
坚守岗位的一线电力工人。 整个
春节， 为了自我防护， 很多人选
择闭门不出， 此时若是没有电，
绝难想象： 没有电， 电视就打不
开， 空调就用不了， 手机电池一
旦耗尽也将无法开启， 人们该是
何等的无聊和无助？ 尤其当黑夜
来临时， 深藏于人心中的慌乱和
恐惧会被无限放大 。 老人 、 小
孩、 身体孱弱的中年人， 更将饱
受煎熬……

为了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
这个春节我没有回家。 由于人员
有限， 每个岗位缺一不可， 为了
保证调控运行班能正常运转， 市
调控分中心对值班方式进行了调
整， 以保证有备班人员并且减少
交接班导致的人员接触 。 慢慢
地， 我习惯了早饭吃着泡面、 上
班戴着口罩、 随时对房间进行消
毒的工作状态。

尽管条件艰苦， 我心里却很
满足 ， 因为我知道 ， 所有这一
切， 都是为了电网的安全运行，
为了我的家人和更多的人家用电
无忧。

疫情当前 ， 作为一名普通
人 ， 我能做的十分有限 。 于自
身， 第一时间劝说家里人取消旅
游计划、 聚餐安排， 并尽可能地
为家里人配备口罩， 保障家人的
安全。 叮嘱他们， 同时也叮嘱自
己 ： 健康作息 、 勤洗手 、 少走
动、 戴口罩，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
健康。 于社会， 兢兢业业站好每
一班岗， 认认真真对待电网运行
过程中的每一丝风吹草动， 以小
心保万全。

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的话说：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
事实， 而不是恐惧； 这个时候需
要的是科学， 而不是谣言； 这个
时候需要的是团结 ， 而不是乌
云。” 我相信， 有那么多不同行
业、 不同岗位的人的坚守， 有那
么多同胞勠力同心的付出， 一切
都会过去。

□邹俞/文 潘玉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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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独居居观观察察点点的的““大大管管家家””
□赵闻迪

“苏阿姨，我是六号楼一单元
三楼的小王，我的纯净水喝完了，
麻烦帮我换一桶。 ”

“苏阿姨，我是五号楼二单元
五楼的小李， 麻烦帮我订一份两
菜一汤带牛奶的午饭。 ”

“苏阿姨，四号楼三单元三楼
空调不制热了， 无线网络也连接
不上。 ”

“苏阿姨……”
一清早，我们公司的“外地返

岗单身员工独居观察群” 便响个
不停， 几乎所有的信息都在找同
一个人———“苏阿姨”。

“苏阿姨”， 名叫苏丽， 是
发电公司生活区管理员， 她工作
踏实、 做事麻利、 性子随和， 深
受大家欢迎。

春节假期之后， 部分外地员
工陆续返回，由于疫情的原因，他
们需要独居观察一段时间。 公司
将生活区4、5、6号宿舍楼收拾出
来用作从外地返厂的单身员工的
独居观察点， 入住员工独居观察
期间的饮食起居由物业部门负
责。物业部的老员工、老党员苏丽
便成了独居观察点的“大管家”。

当初， 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
苏丽时也是有些犹豫的， 因为苏
丽家中有四位老人需要照顾，她
本人去年9月份住过一次医院，体
质也不是很好。 苏丽平静而坚定
地说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最合
适， 第一我熟悉这些单身员工的
情况，沟通起来方便；第二我有耐
心，不怕麻烦；第三我是党员，这
个时候应该发挥带头作用。 请组
织上放心，保证认真完成任务！ ”

苏丽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好，
便常驻在岗位上了———给入住员
工办理相关手续， 建立入住员工
健康档案， 填报 《春节期间重点
疫区接触情况排查表》， 每日统
计入住员工的体温和健康情况，
入住员工三餐预订和送餐 、 送
水， 为入住员工解决疏通下水管
道、 修理电视空调、 代买日用品
等各类生活上的问题， 无论谁在
群里说一声 ， 她马上回复 、 办
理， 从不嫌麻烦。 渐渐地， 入住
员工对她的称呼由 “苏工” “苏
师傅” 变成 “苏阿姨”。

一次， 一位姓李的单身员工
从外地返厂， 由于交通不便， 车
程延长了。 小李发微信问： “苏
阿姨， 估计我得凌晨才能到， 镇
上还有旅馆营业吗？” 苏丽安慰
他： “别担心， 苏阿姨等着你。”
当晚十一点半， 小李拖着行李箱
到达生活区， 苏丽立即帮他办理

入住手续， 还贴心地准备了桶面
和火腿肠。 小李一边狼吞虎咽地
吃着一边感激地说： “我觉得就
像回到家里一样。”

苏丽对他们的关心无微不
至。 公司为独居观察点的员工采
购了“84”消毒液和喷壶。 有人在
群里问：“喷壶怎么用？ ”“我没用
过‘84’，不会配比。 ”苏丽又好气
又好笑：“你们这些孩子， 被父母
照顾得太好了，只会念书，不会动
手。 我把喷壶的使用方法和‘84’
的稀释配比方法写下来发到群
里，你们照着操作，不懂再问。 实
在弄不好，我配好了送去。 ”群里
一片欢呼：“苏阿姨真好！ ”

独自在房间里呆久了难免憋
闷。一次，员工小梅在群里吐槽烦
躁无聊，吐槽早饭没有包装好。苏
丽便耐心安抚：“平日工作忙，现
在正好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健身、看书、练字、陪家人聊天，或
者列个学习计划，看看专业书，给
自己充电，多好呀！ ”她又说：“这
段时间，食堂工作人员采购菜品、
食品袋和一次性饭盒都很困难，
请大家体谅一下。 ” 群里纷纷回
复：“您说得对，苏阿姨，我们要珍
惜时间，相互体谅。 ”

自2月中旬起，陆续有员工观
察期满， 苏丽细心为他们办理解
除独居观察手续。每一位退出“独
居观察群” 的员工都会感激地道
一声谢：“苏阿姨， 谢谢您这些天
来的精心照料，您辛苦了！ ”苏丽
说：“返回岗位，好好工作！ ”

这就是苏丽， 一位共产党员
的朴实情怀。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以 来 ，
全 国 人 民 众 志 成 城 ， 共 渡 难
关 。 《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以写
实的手法， 真情讲述了一代代中
国医者， 在大疫面前英勇显大爱
的动人故事。

透过这些鲜活的医人医事 ，
全书生动展现了中国百年抗疫的
奋斗历程，在广大读者心中，已然
立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一个多世纪以来， 鼠患、 天
花、 血吸虫、 麻疹、 破伤风、 乙
肝、 流感等传染性疾病， 都曾先
后肆虐过古老的中华大地。 在此
期间， 广大医务工作者， 以敢为
天下先的拼搏精神， 与这些 “顽
魔” 展开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并
取得了防疫控疫的一系列成果。
本书以中国现代百年史上的重大
疫情为主线 ， 以组织抗疫 ， 利
用、 研制疫苗为重点， 惊心动魄
地讲述了一系列防疫控疫史上的
大事件。

从最初北洋时期的哈尔滨抗
击鼠疫， 到抗战中中国诞生的第
一支青霉素。 从解放区窑洞里出
品的疫苗和抗生素， 到第一代国
家领导人亲自挂帅打响新中国防
疫第一战———扑灭察哈尔鼠疫 。
从建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
脑炎 ， 到全国成立 “六大生研
所”。 从举国消灭天花、 消除脊
髓灰质炎， 甩掉 “乙肝大国” 帽
子， 到成为世界疫苗大国。 作者

以史为经， 将中国不同时代遭遇
重大疫情时所采取的各类举措，
以及研制疫苗的前后过程， 在防
控疫情中所积累的点滴经验和教
训等等， 一路娓娓道来。 突出反
映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从无到
有、 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 彰显
出中国在防疫控疫工作中所取得
的世纪成就。

书中， 通过历史的对比， 新
中国利用制度优势， 举全国之力
在防疫控疫中所发挥的巨大引领
作用， 亦鲜明地跃然纸上。

此外， 作者还采用以点带面
的叙述手法， 精心撷取了一些医
界楷模和 “斗疫勇士” 的感人事
迹， 热情讴歌了他们的悬壶济世
和医者仁心， 浓郁的家国情怀扑
面而来， 让人油生敬意。

他们中有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和中国现代医学先驱、 中华医学
会创始人伍连德， 首位牺牲在防
疫一线的科学家俞树棻， 新中国
生物制品事业奠基人、 “世界衣
原体之父” 汤飞凡， 分离出天花
病毒、 为我国预防和消灭天花做
出了卓越贡献的齐长庆， 中国卡
介苗鼻祖王良等等。

其中， 伍连德的事迹尤为令
人感佩 。 1910年底至1911年初 ，
哈尔滨突发严重鼠疫， 时年31岁
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 仅
用67天的时间， 就成功扑灭了这
场重大传染疫情。 在这场生死攸

关的较量中， 他敢于坚持真理，
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解剖亡者尸
体 ， 一举推翻了国际医学权威
“鼠疫只是鼠传人 ， 人不传人 ”
的片面推断。

还有， 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
所研究员孙柱臣 “冒死” 研发疫
苗的故事 ， 同样令人动容 。 当
年， 为弄清流行性出血热病原和
分离出病毒， 摸清黑线姬鼠的活
动规律和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播途
径， 孙柱臣吃住在乡下， 并和助
手整日整夜守在田间的鼠洞周
围。 一次提取病毒时， 孙柱臣不
慎感染了出血热， 经奋力抢救才
脱离生命危险 ， 但他 仅 休 息 了
十天 ， 便又忘我投入到研制疫
苗的攻关中 。 后经六年艰苦努
力， 孙柱臣终于研制出了世界首
例流行性出血热亚单位纯化灭活
疫苗。

时至今日 ， 伍连德 、 孙柱
臣们在大疫面前所表现出的勇
挑重担的奉献精神， 不惧权威的
科学态度 ， 心忧天下的大爱情
操， 对于激励我们打赢当前这场
防疫阻击战， 依然具有强大的时
代感召力。

□黄东光

百年抗疫的不朽丰碑

———一名调度员的 “春节日记”

———读 《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