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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综合新闻
谁是新时代

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时代之问，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答案——
—
在新时代，他们是祖国最需要的人，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冲锋在前的人，是在危急时刻
中流砥柱的人。 他们有不同的外表，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扛起责任，忠诚
担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们没有闪光耀眼的名字，却有着实现目标的坚强毅力；他们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
却有着朴实无华的感人行动；他们没有彪炳史册的辉煌，却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无
私的奉献。
正是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清楚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有的只是他人甘为
我们负重前行。 我们身边的这群人，毅然决然地冲在了防控第一线。 我们身边的这群人，
当大家都足不出户居家隔离的时候，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二十四小时坚守岗位。 我们身边

勇者无畏 逆行战“疫”
的这群人，顶着寒风、迎着大雪，走过最深的巷子，爬过最高的楼，坚守在每个网格点……
自本期开始，我们开设“谁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专栏，把新闻的触角和镜头聚焦和
平区抗击疫情一线，聚焦全区医护人员、基层干部、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群
体，讲述他们超常付出、无畏牺牲的感人故事，回答好“谁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以此激
发正能量、激励全区党员干部学习他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革命意志；学习他们爱岗敬
业、甘于奉献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们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战斗作风，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牢记初心使命，围绕“两手抓、两手硬、两战赢”，以最顽强的斗志和最饱满的状态，压
实工作责任、勇于担当作为，齐心协力、勠力同心，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发展的双胜利！

第一书记当先锋 战“疫”前线党旗飘扬
—和平区优化防控一线组织资源配强第一书记
——
“小张虽然是书记，但更像是我们亲闺
女。 每天她都在小区里拿着喇叭宣传，告诉
我们怎么防护，帮我们买菜，有什么事我们
都及时告诉她。 ”第一书记张菁媛所在的和
平区劝业场街兆丰路社区居民张奶奶说，
“有了她们，咱心里头就踏实！ ”。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和平区委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
署，落实
“
四战”要求，在疫情防控紧要关头，
选派 86 名处级党员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和临
时党组织书记，充实到社区、楼宇、隔离观察
“
指挥员”也当
“
战斗员”，
点等重点一线，既当
凝聚起众志成城的强大战
“
疫”合力。

配强战“
疫”一线“
领头雁”
“我宣誓……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 ”在街道、在社区、在楼宇，一个
个第一书记带领党员干部宣誓出征。 铮铮
誓言，震彻心扉。
和平区委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科学研判战
“疫”态势，在防控重点一线成立 86 个临时
党组织，加强战“疫”组织领导；选优配强第
一书记队伍，结合平时考察干部情况，严把
党性强、作风实、能力好、善做群众工作“4
项标准”，通过组织动员、个人请缨、单位推
荐、综合衡量确定等方式，选派处级党员干
部到 64 个社区和 51 座商务楼宇担任第一
书记，组织领导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升
重点一线基层党组织的战“疫”阻击力。
“
我们坚持把最重要的力量配置在防控

最前沿。 在市级机关支援 720 名、 区级下派
1775 名、街道下派 749 名机关干部下沉社区
基础上，突出人岗相适、发挥特长、人尽其才，
通过强化
‘
择优选、跟进育、结对帮’三项措施，
着力建设一支全面过硬的第一书记队伍，把
好钢用在刀刃上，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有关领导介绍说。

当好居民群众“
主心骨”
一座高耸的大厦，必定有稳固的栋梁；
一个矗立的巨人，必定有坚挺的脊梁。 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挑战、新考验，疫情
防控重点一线的第一书记们挺身而出，在
社区会议室、在小区点位、在商务楼宇、在
集中隔离观点，到处都有第一书记带领“红
马甲”的战斗身影。 白天奔走，寒夜值守，守
护的是群众安危，诠释的是初心使命。
在区委坚强领导下， 第一书记们认真
履行“战区制、主官上”职责，把疫情防控纳
入“五级联动、四网协同”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从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入手，
建立健全第一书记例会制度， 每天召集党
员骨干分析防控情况，查找防控短板，研究
防控保障；在 430 个值守点位成立党小组，
插上党旗，设立“党员先锋岗”，组织党员
“亮身份”， 让群众感觉到党员干部就在身
边；及时通过“线上 + 线下”开展“三会一
课” 活动，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宗旨意
识，坚定必胜信念；强化“网格管理”防控效
能，统筹调度小区、楼宇、物业、市场、辖区
单位、在职党员等力量，组织“两长五员”、
小巷管家、社区志愿者、居民自发参与者等
开展网格化巡查，共筑生命“防线”；普遍成

立“党员便民服务队”，建立“居民需求清
单”，广泛开展代收代购活动，解决群众生
活难题。
崇仁里社区第一书记雷彬， 及时与下
派社区的机关干部开展谈心谈话， 提出
“高、清、严、好”的“四字战令”，统一思想，
激发斗志； 金泉里社区第一书记李耀岗以
“在下沉中提高”为主题，开通“网上党课”，
强化党员干部党性意识； 澳门路社区第一
书记崔成永， 结合散片小区多、 独门独院
多、沿街商户多等实际，组织社区党委完善
“五强化”措施，增强防控针对性；三盛里社
区第一书记唐小宁， 对社区点位情况全面
摸排， 坚持新华路 232 号等重点点位与一
般点位兼顾，统筹市、区、街三级干部力量，
实施分兵把守……
“有他们在，我们就不怕啦。 但是看到
他们没黑没白，不是在巡查就是在站岗，家
都很少回， 打心眼儿里不落忍。 我们年纪
大、做不了啥，就力所能及给他们送点热水
和吃的，让他们暖暖身子！ ”小白楼街开封
道社区群众自发为值守人员送来姜糖水、
银耳羹， 理发师自发到社区为干部义务理
发，形成党群干群齐心协力战“疫”格局。 和
平区广大党员干部付出的是忠诚和辛苦，
赢得的是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做好复工复产“店小二”
扎实推动复工复产工作，关系到全区民
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实现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完成“十三五”规划。 和平区商务楼宇 51
座，入驻企业 2843 家，从业人员 5.62 万人，

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乌云之后必见暖阳
—记和平区小白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护士长张莹和她的
——
《战地日记》
“
2 月 13 日。 第一天进舱，内心激动，在
护士长的带领下，我们穿好防护服，彼此相
互检查、加油打气，确保万无一失。 作为责任
护士，需要和病人近距离接触，些许不安。 ”
“
出舱后望着天空， 耳边不时回想起患者的
话语：
‘
太谢谢你们了，跑到这么远来支援我
们，我们一定好好配合治疗’。‘
谢谢’这两个
字是我今天听到最多的， 感慨最深的字眼。
它温暖了我的内心， 消除了短暂的恐惧，带
给我无穷的斗志以及必胜的决心！ ”
这是张莹的第一篇《战地日记》里的内
容。2 月 9 日凌晨市卫健委发出紧急通知组
建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早已报名的张
莹再次请缨， 并于当晚和队友们一同飞赴
武汉。 经过紧张的培训，于 2 月 13 日开始

和平区开展
防疫用品供应检查

进入武汉塔子湖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工作。
通过《战地日记》，她记录下了自己和队友
们进舱前的激动和担忧、 进舱后的全心投
入和快速适应。 穿着笨重的防护服，护理着
一百多位病人，监测病人生命体征，不断巡
视发烧、血氧饱和度低的病人，为病人解决
治疗及生活的问题， 不一会儿已是汗流浃
背，防护面罩已都是雾气，看不清哪里是护
士站， 哪里是病区……她一次又一次刷新
着身体承受极限， 鼓励自己在抗疫一线守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
2 月 23 日。 已是进舱的第 11 天了，老
公打来电话说家里很好，让我不要担心，自己
要做好防护。 记得出发前， 大儿子问我：
‘
妈
妈，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去，你不是才支援甘肃

回来吗？ ’确实，过去一年中几乎没怎么陪伴
小哥俩，假期没在、生病时也缺位，就连小儿
子第一次喊
‘
妈妈’也没听见……”
张莹是医务人员，更是女儿、妈妈、妻子。
但面对疫情，她又一次舍小家为大家，义无反
顾前往最危险的地方，来不及亲吻自己两个
年幼的孩子， 在爱人的支持下收拾好行装投
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作为一名有着
14 年党龄的党员和两个孩子的母亲，援甘回
来半年后又赴武汉抗疫，她只想用自己的行
动做孩子成长的榜样， 只想在自己的平凡岗
位上，践行初心使命。 她告诉记者，两个孩子
都很懂事， 大儿子还经常发微信安慰她：
“
老
爸做饭比您做的好吃，等您回来时我肯定比
现在要胖，放心吧，哈哈！ ”

如何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安全有
序推动全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是新挑战、新考验。
和平区委牢固树立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的工作思路， 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从加强党的领导入手，扎
实有序推进。 及时建立楼宇防控工作组临
时党委，确定一名分管副区长任第一书记，
指定商务楼宇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任党
委委员。 同时设立 3 个楼宇工作临时党支
部， 组织领导和推动全区商务楼宇疫情防
控工作和复工复产工作。 制定《和平区商务
楼宇应对重大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方案》，建
立“和平区商务楼宇联防联控工作群”，发
放《致驻商务楼宇干部的一封信》，编发《关
于商务楼宇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中的通报》《商务楼宇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通
报》，扎实推进商务楼宇联防联控工作。 抽
调 108 名干部进驻 51 座商务楼宇，协助楼
宇企业开展人员排查登记、 疫情防控宣传
等服务活动，督促检查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当好企业“店小二”，现场为企业复工复产
服务协调推动。 目前，全区 51 座楼宇中除
商住混用楼宇外， 其余 46 座全部实现复
工；全区重点龙头大企业已复工 256 家，其
中涉及国计民生的 83 家企业全部复工复
产，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 100%，限上服
务业企业已复工 109 家。
“我们将进一步压紧压实楼宇疫情防
控责任，坚决消除聚集性风险，确保楼宇企
业安全顺利复工复产。 ”派驻中国人寿金融
中心（天津）的第一书记王铁军说。
围绕进一步发挥第一书记作用， 和平
区及时建立健全一线考察干部、 火线考验
党员、五星社区评定、医控人员绩效奖励、
先进单位个人通报表扬等激励机制， 完善
督查暗访、调研指导、情况通报和战时问责
等制度，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监督
并重，切实促进第一书记守土有责、守土担
责、守土尽责，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的强大正能量。
为了尽量减少污染隐患， 张莹和队友
们剃光了前额、鬓角、耳后、颈部上方的头
发；为了节省防护物资，她们第一次穿上了
纸尿裤；为了不耽误病人的治疗，她们一次
次寻找避免护目镜起雾的办法； 为了增强
病人的体质， 她们穿着防护服带领病人一
起做广播体操……她们克服各种困难，及
时疏导、耐心聆听，在方舱医院积极开展医
疗救治和护理工作。
“
3 月 1 日。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物
资保障，身边的志愿者给予了诸多支持，区委和
区政府帮着解决了家里许多困难， 家人不断给
我们加油打气，患者也积极配合治疗……身处
在这样充满爱的国家，充满爱的环境，真是由衷
的感谢！ 我们没有理由退缩， 我们必须越战越
勇，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
张莹告诉记者， 每次出舱回到驻地休
息，看着对面小区的零星灯火，也会失落难
过。“我下定决心，不点亮所有灯光，决不回
家！ 乌云之后必见暖阳。 待春暖花开时，我
一定要带孩子们到武大看樱花！ ”
记者 陈珮

津门舟曲情浓 携手同心战“疫”

保障销售有序
本报讯（记者王阳 通讯员董碧雪）日前，
和平区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 检查区内部
分药店惠民消毒液等防疫用品供应情况。
检查组一行来到国大药房（龙海店），详
细询问口罩、酒精、消毒液库存、经营场所
消杀等情况，查看了在售的惠民 84 消毒液
的价格，要求药店积极拓宽货源渠道，继续
丰富惠民产品种类，多让利于民，切实将惠
民防疫产品惠之于民， 还要做好关键节点
人员疏导等工作，不要产生聚集。 在博康胜
家大药房，在售药品丰富，购物秩序井然有
序。 店门口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疏导和测量
体温，同时采取分流进店、分流购买、错位
结账等方式避免人员集聚。 检查组要求一
定要按照现行防控要点，避免人员集聚，加
强防控举措，为消费者营造放心、安心、卫
生的购物环境。 对百姓需要的口罩、酒精、
消毒液等产品要积极联系货源，补缺补漏，
持续做好防疫用品的供应工作， 切实满足
市民需求。
检查组强调，疫情防控期间，疫情用品保
供工作关系广大市民切身利益， 各药店要强
化市场主体责任， 将市场保供与场所防控结
合，将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做到“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一方面避免药店内出现集聚购物现
象，做好现场防控；另一方面持续保供稳价，
确保购销渠道畅通，备足优质货源，为市民提
供量足价稳质优的防疫必需品， 为战胜疫情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本报讯（记者付昱）疫情无情，人间有
爱。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相隔 1700 公
里的天津市和平区与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甘
肃省甘南舟曲县共同演绎着携手并肩、同
心战“疫”的感人故事。
2月27日， 来自甘肃省甘南舟曲县的
车队， 经历了30多个小时的车程， 跨越
1700公里，将土豆、白菜、蒜苗、陇椒、洋葱
等价值20万元的物资捐赠给和平区。
在疫情面前， 和平区与舟曲县同舟
共济、心手相连。2月3日，和平区政府在
今年对口帮扶资金中先期拨付舟曲县政
府100万元，专项用于舟曲县的疫情防控
工作。 在甘肃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省
级三级应急响应后， 舟曲县随即筹备蔬
菜等物资发往和平区。 相隔1700公里的
两地，用行动谱写出一 曲“津 门 意 浓 、 舟
曲情深”的动人乐章。

危难之中显担当
—记新兴派出所所长杨凯
——
己亥岁末，庚子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破了节日的安宁祥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在神州
大地打响。 在这个多难兴邦的时刻，“万众一心、 众志成
城”的民族精神显得愈加弥足珍贵。 正是在这危难之际和
紧要关头，总有一群人逆向而行、奔赴战场，而新兴街人
大代表、 新兴派出所所长杨凯同志就是这些逆行的公安
干警中一员。
主动请战、冲锋在前
带领全员筑牢钢铁长城
疫情就是警情，防控就是责任。 在杨凯的性格深处，始终
有一种
“
越是艰难越要向前”的韧劲和担当，在本应和家人团
聚的除夕当天，他却投入到了防控疫情的第一线。 用他的话
说，
“
辖区 6 万人民群众需要我们， 我们就是他们的铜墙铁
壁”，无畏安危、逆风前行，他始终是那个把危险和辛劳挡在
身后，用坚守和奋战践行对党和人民庄严承诺的第一人。
面对疫情，杨凯片刻不敢犹豫、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第一
时间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以及分局党委的系列部署要求，迅
速组建成立
“
突击队”。 他这样说到：
“
这是一支冲锋在前、直面
生死的队伍。 2003 年抗击非典我在一线处置小组，这次我更
是第一个报名！ ”在他的感召下，派出所党员干部和年轻干警
纷纷报名，16 人的防控突击队迅速组建完毕。 在得知本市血
库告急消息后，所内 8 名同志响应号召，主动报名献血；在分
局征调观察点值守民警时，2 名民警主动请缨、 支援前线；在
护送 1 名确诊病例、2 名疑似病例前往隔离点的过程中，杨凯
身先士卒，在险、重、急的关键时刻以身作则、带头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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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火线、并肩作战
不同战场书写动人篇章
战“役”打响后，杨凯看到战友们在寒风中夙夜奋战、顶
风冒雪的挨家挨户摸排核查，最为心疼的人非他莫属。他反
反复复、 语重心长的从医学角度向大家讲解如何了解病毒
传播途径、 如何有效防护等知识。 他没有把自己当作“领
导”，始终和战友们在疫情最前沿并肩作战。
为确保民警队伍的健康与安全， 自初一全体在岗在位
以来，杨凯敏感的意识到减少聚集的重要性，迅速调整工作
模式，制定疫情期内部规定。 为加强值班出入管理，他为民
警制作了 IC 门，启用了人脸识别及指纹门禁系统，确保外
来人员的出入秩序。 此外， 他还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为
单位筹集了手套、护目镜、酒精等物资，大大缓解了所内防
疫用品短缺的问题。
在疫情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杨凯针对不同警种、不同
年龄采取分工负责的方式开展谈心对话工作， 切实关心关
怀民警的工作及家庭情况。
无私无畏、奉献担当
践行为党为民初心使命
在开展湖北来津人员落地核查社区宣传工作中， 杨凯
带领社区民警与社区居委会、 网格员及平安志愿者协同配
合，形成合力，为全面掌握辖区内所有住户居民信息，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新兴派出
所对辖区内 21665 户居民基本全部完成入户宣传，与医科
大学、天津市卫健委等重点单位建立核查通报机制，先后核
查可疑人员 360 人次，成功处置上访警情 3 起。
同时，他坚持疫情引导，强化打防管控。大年三十晚，杨
凯带领民警，通过连夜工作，将涉嫌在朋友圈中散布不实疫
情言论的女子成功抓获，为维护互联网舆论环境做出贡献；
大年初一，经群众举报发现一辆湖北牌照车辆，杨凯带领研
判组仅用时 1 小时便锁定车主， 确认其有途经湖北的情
节，及时联动防疫部门进行处置；大年初五，接到群众举报
一男子饲养了野生保护动物的敏感警情后， 杨凯又马不停
蹄奔赴现场，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国家二
级野生保护动物陆龟 3 只、蜥蜴 5 只。
疫情的乌云终究会烟消云散， 彩虹的斑斓就在风雨之
后。 在和平年代里，像杨凯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用生命
捍卫着人民群众生命安危，践行着人民警察的铮铮誓言，他
们用奉献诠释着忠诚担当，为了群众的安危、肩上的责任和
无悔的“警察梦”，为了更多人的岁月静好，杨凯依然会选择
无私无畏、奋勇逆行。

爱心物资暖人心
—南市街为困难群体保驾护航
——
“这下好了，像我们行动不便的居民再也不用担心吃不上
新鲜蔬菜的问题了，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街道上门送来新
鲜的爱心蔬菜。 ”2 月 27 日，家住南市街道庆有西里社区的黄
大爷，从网格员手中接过爱心蔬菜后，乐呵呵地说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南市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部署会上做出的“要保障主副食品供应，强化对困难
群众的兜底保障”重要指示精神，积极筹措社会资源，做好疫
情期间保障工作，为辖区各类困难群体保驾护航。
在抗击疫情期间，南市街辖区内涌现出多家爱心企业，他
们尽己所能为街道、社区、群众捐赠各类防控物资。 天津本来
鲜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该企业与街道积极联系，捐
献蔬菜礼盒。“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我们作为和平区南市街的
辖区企业，理应尽一些绵薄之力，希望能为街道抗疫做一点贡
献！”天津本来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在疫情面前，每个
企业捐献出的不仅仅是一份爱心、一份细心，更是一份共同抗
击疫情的决心。 接到蔬菜后，南市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第一时
间组织各社区将箱爱心蔬菜及时发放到辖区独居老人、 低保
户、残疾人、重病居民等困难群体手中。
据了解，对于部分行动不便的居民，南市街各社区网格员坚
决做好
“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入户将爱心蔬菜送到居民家中。
“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爱心企业想得这么周到，我们一定配合
政府做好防护，尽量不出门。 “
” 你们要注意身体，穿暖和啦，有你
们严防死守，我们心里才踏实！ ”收到蔬菜的居民，难掩激动。
此外，在防控疫情期间，南市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还为积
极配合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赠送了日用品爱心大礼包，
在保障居家隔离人员生活所需的同时， 也感谢他们对政府工
作的支持和配合。 下一步，南市街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指示
精神和市委、区委决策部署，与居民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为打赢疫情阻击战贡献一份力量。
记者 任宝顺 通讯员 李向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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