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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中建三局三公司中南分公司工会主席

□本报记者 马超

让火神山建设者都吃上热乎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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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

部已坚定站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 哪里有职工群众， 哪里

就有 “娘家人” 坚强保障的

身影。 哪里有紧张的抗疫斗

争， 哪里就有工会干部奋勇

争先当先锋做表率。 连日来，

午报记者紧急联络采访了一

批抗疫一线的工会干部， 记

录下了他们竭尽全力拼搏在

一线的身影———

李飞是中建三局三公司中南分
公司的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
会主席， 也是一名 “给孩子留下背
影” 的逆行者， 是女儿李子谦心中
的 “Super man”。

1月22日， 李飞一家三口回到阳
新县老家。 1月23日凌晨2点， 武汉
宣布 “封城”。 1月23日下午， 李飞
接到返回武汉参加火神山医院建设
的通知。 面对这种情况， 李飞的妻
子迅速将行李准备好， 女儿将家里
的口罩尽量多地装在了爸爸的行李
箱里。 回到武汉， 李飞马上投入到
火神山医院的建设中。

李飞是三公司火神山项目后勤
保障、 内外部总协调负责人。 刚到
项目时， 现场一无所有， 他要用最
快速度做到应有尽有， 从前期的板
房搭建、 物资储备， 到施工期间千

余份的用餐调配； 每天百余辆物资
车辆交通协调、 捐赠物资及防疫物
资管理、 1000余人的防疫工作……
他还是项目第三党支部的纪检委员，
肩负项目后勤物资采购、 防疫物资
等管理工作监督。 李飞最担心的两
个问题， 就是食品管理监督与防疫
管理监督。 让职工们吃好是后勤保
障第一要务。 现场1000多人的早中
晚餐加宵夜， 一天4000多份 。 为保
证食材的新鲜， 李飞和其他同事每
天都要对食材的质量、 重量进行抽
查， 抽查比例达到5-10%。

火神山项目有捐赠物资、 防疫
物资收料与发放， 李飞和其他纪检
工作员不论时间早晚 ， 每次都会轮
流开展旁站监督。 项目的疫情防控
也是重中之重 ， 每人每天2次测体
温， 健康情况排查， 这些工作一天

都不能断。 在李飞和同事们的努力
下， 项目从开工到结束， 未发生一
起病毒感染事件。

大年初三晚上， 李飞女儿在朋
友圈里看到 “武汉加油” 的呼声响
彻武汉三镇的上空， 拿起电话， 兴
奋地和爸爸说 ： “爸爸 ， 武汉加
油!” 李飞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 家
人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时， 他却嘱咐
妻女： “别告诉你爷爷奶奶， 免得
他们担心。” 当火神山医院建设完
成， 家人准备迎接李飞归来的时候，
却接到他将转战雷神山的消息。 世
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此时的武
汉需要千千万万个如李飞一般挺身
而出的平凡人！ 李飞的家人仍然选
择了支持， 尽管无比思念和牵挂。

李敏荣新发地市场工会主席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防疫情保供应 必须争分夺秒

这个春节， 对新发地市场工会
主席李敏荣来说， 是一个极其忙碌
的阶段。 从腊月二十九开始， 根据
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 总经理张月
琳的部署， 她开始通过各类渠道采
买口罩。 抗疫期间， 采购口罩、 防
护服、 护目镜、 消毒液、 测温仪等
物资的重任落在了李敏荣的肩上 。
然后根据需求发放到各部门。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关注
后， 我们新发地市场立即部署， 成
立防控工作指导小组， 进行工作分
工。 实行入场4个必须制度： 戴好口
罩、 测量体温、 车辆消毒、 登记信
息。 此外限制湖北农产品进入市场
销售。” 李敏荣告诉记者。

刚过完大年初一， 新发地几个

湖北籍的商户就回京了。 李敏荣配
合着新发地的工作人员， 在董事长
张玉玺的要求下， 成立了应急小分
队， 设立了安全隔离区， 对返京人
员实行隔离， 并提供餐饮和必要日
常生活用品。 据李敏荣介绍， 过完
春节后， 从全国各地回京的商户越
来越多， 新发地市场就决定免费为
商户和进入市场未戴口罩的人员发
放口罩。 从1月25日开始发放口罩，
截止到目前为止发放65000个。 新发
地市场还通过条幅、广播、电子屏、网
站、 微信公众号、 微信群、 外媒等
渠道广泛宣传防控疫情知识和信息。

“随着疫情的加重， 新闻报道
有大白菜涨价的情形， 我们就召开
了商户保供大会 ， 积极组织货源 ，

稳保首都农产品供应。 各商户代表
联名倡议， 防疫情、 保供应， 杜绝
哄抬物价 。 我们市场还与各区域 、
各部门签订 ‘疫情防控工作责任
书’， 实行网格化管理机制， 督导小
组每天都在市场进行检查。”

新发地市场联络各地的蔬菜基
地， 不仅保障首都供应还积极支援
湖北地区， 2月3日到4日， 从新发地
市场本部陆续发出了前往湖北黄冈、
十堰地区两车爱心蔬菜。 与此同时，
从新发地云南昆明基地直接发往武
汉4车生菜， 从辽宁葫芦岛基地发往
武汉1车茄子。 目前， 新发地市场捐
赠的共计135吨蔬果均已送达。

12351职工服务热线坐席

□本报记者 张晶

24小时值守电话 助力职工抗疫

早上6点刚过， 王沫戴上口罩，
又望了望两个正在熟睡中的宝宝 ，
便匆匆出门了。 8点， 她准时坐在了
12351职工服务热线大厅的电话机
前， 刚一坐下电话就响了……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12351
热线第一时间制定工作方案， 成为
助力广大职工抗击疫情的 “暖心线”
“贴心线”， 以90后为主打的12351热
线坐席员24小时轮班守候在电话机
前， 时刻准备解答职工的各种诉求。

12351热线负责人林林告诉记
者， 连日来， 与疫情有关的咨询内
容不断增加， 为此他们成立了防疫
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疫情防治工作
方案， 部署落实上级各项要求， 并
通过微信群， 组织全员及时学习领

会中央、 市委和全总、 市总有关疫
情防治工作精神， 每日转发正规渠
道发布的疫情进展和防治知识， 用
微信 “接龙” 的形式， 确保每一位
坐席人员及时了解掌握信息。 记者
了解到， 疫情期间， 12351热线全体
坐席员都参与了轮班， 他们中有的
人家住房山、 门头沟、 昌平等远郊
区， 有的人家中孩子尚幼……面对
困难， 他们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也会有个别职工在电话里发
泄不满， 比如， 有的人买不到口罩、
消毒用品等， 希望寻求工会组织的
帮助。 在电话里， 我们一方面会尽
力安抚职工， 一方面我们会记录下
职工的相关信息， 并对接市总相关
部门， 以及区、 街道总工会， 尽力

帮职工解决问题。” 王沫告诉记者。
面对疫情 ， 12351热线全体坐

席提前做好功课 ， 对职工提出的
各种提问都能 做 到 有 条 不 紊 。 疫
情爆发不久 ， 坐席员就拿到了相
关工作方案 ， 比如遇到职工情绪
波动较大的情况， 他们会帮职工转
接到市总工会开通的7×24小时心理
援助热线。

“12351热线是职工与工会组织
之间的连心桥， 是工会服务职工群
众的重要窗口， 通过受理职工来电，
能够准确掌握职工在抗击疫情期间
的各种需求， 为工会更好地开展精
准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王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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