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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你 所有美好将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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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抗“疫”一线群英谱（四）
——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检察干警，主动参战，抗击
疫情，是必须要承担起的使命和职责。自疫情防控阻
击战打响以来， 作为首批派驻西青区看守所的区人
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吴旭，闻令而动、主动请
战，冲锋在看守所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线，用实际行
动，筑牢监管场所疫情防护的安全墙，实现了检察办
案
“两不误”。
“我们的监管场所是一个人员密集的特殊场
所，也是一个人员复杂的特殊群体，疫情防控工作
形势严峻， 不管是在押人员还是看守所内的干警、
驻所医生、物业工勤人员，只要有一人感染，其他人
都有被感染的可能， 这就时刻提醒我疫情就在身
边，千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一定要把这里守
得牢牢的。 ”吴旭说。 由于监管场所的特殊性，看守
所实行封闭式管理，每一名进入监管场所的工作人
员，必须先进行为期 14 天的集中隔离后，才能进入
监区正常开展工作，而进入监区之后，又要连续工
作 14 天。 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近 1 个月无法回家，
更无法与亲人相见。
按照规定， 吴旭和所有即将进入监区的工作人
员一样，进行了为期 14 天的集中隔离。“
媳妇儿，我
隔离期结束了，今天就要进入看守所封闭上岗了，一
段时间内回不了家了。 ”隔离期满后，吴旭第一时间
打电话告知家人这个消息。“
你们在家要做好自我防
护，注意安全，爸妈和孩子，你多费心吧，辛苦了！”吴
旭的话里满是歉意和不舍，可疫情当前，吴旭简单带
了一些生活用品就急匆匆赶到了看守所。
在高墙内，早上 8 点，吴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手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对监区在押人员进行全面
排查， 特别是今年元旦以后新收押人员是否到过湖
北武汉？是否有与相关人员接触史？……这些都是他
关注的重点。 在押人员的伙食也是他关心的， 每天
10 点钟，他都要检查食品是否符合卫生条件、食品
留样是否落实，督促后勤人员做好消毒、防护措施。
特殊时期，物质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新收押人员
的心理状态也格外注意，下午 2 点钟，他开始对新
收押在过渡监室单独关押的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帮
助他们缓解因疫情造成的心理恐慌。 下午 4 点钟，
结束了每日巡视后，他还要来到监控室，再次回放监
控录像，仔细查看监区情况，做好记录……一天的
工作虽然繁杂，但他总是事无巨细，认认真真做好
每个细节。 而提前向办案部门及时发出预警通知，

防止疫情期间发生超期羁押的情况，也时刻牵绊着
他的心弦。
吴旭向记者介绍：
“疫情防控期间， 驻所检察官
不仅要像平时一样对监管场所的劳动、生活、学习三
大现场进行检查，每天还要对监区、食堂等重点区域
的清洁消毒进行巡视和监督，了解看守所干警职工、
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状况和相关疫情防控信息， 并从
检察工作的角度为监管场所疫情防控提出意见建
议，监督看守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监管执法情况，
保证疫情期间监管场所的安全和稳定。 ”
防控疫情重要，但检察业务工作也不能放松。由
于严格的隔离制度， 检察机关的提讯和文书送达都
遇到了难题。“
在这个紧要关头，我没有理由袖手旁
观，工作再忙，时间再紧，也要排除万难。 ”吴旭主动
提出由他协助刑检部门送达法律文书， 履行告知手
续。 截至目前，他共协助送达《提取犯罪嫌疑人意见
书》、告知书等相关手续文件 35 份，协助 61 人次办

▲吴旭（左一）参与远程提讯

▲吴旭（左一）巡视监督后勤的清洁消毒和防护工作

筑牢监管场所安全防护墙
——
—记西青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吴旭

“

我们的监管场所是一个人
员密集的特殊场所， 也是一个
人员复杂的特殊群体， 疫情防
控工作形势严峻， 不管是在押
人员还是看守所内的干警、驻
所医生、物业工勤人员，只要有
一人感染， 其他人都有被感染
的可能， 这就时刻提醒我疫情
就在身边， 千万不能有一丝一
毫的大意， 一定要把这里守得
牢牢的。

”

理换押手续，大大提升了办案效率。
疫情没结束，办案不能停，提讯要继续，但特殊时期
只能利用远程提讯系统进行提讯。 区检察院立即启用
“
云提讯”系统，吴旭经过多方协调，助力检务保障部门
对远程提讯系统进行调试，协助检测调试人员出入时的
体温监测和消毒工作，确保远程提讯系统设备顺利投入
运行；每一次远程提讯，他都要守在旁边，确保犯罪嫌疑
人参与远程提讯全过程，为犯罪嫌疑人测量体温、核对
身份信息、协助履行权益义务告知，从而确保刑事案件
顺利办理、办结，既保证
“
面对面”，又能做到
“零接触”，
保证案件不因疫情延期。
一次次羁押期限的监督预警，一次次法律文书的
送达，一次次“云提讯”的顺利进行，哪一项不是对吴
旭初心使命的考验。“在这些过程中，也会有担忧，但
现实告诉我没有时间害怕，每天都有那么多要完成的
任务等着我， 至今我已经顺利协助完成远程提讯 28
人次，能够保障监管场所安全又能不耽误刑检案件办
理，我深感欣慰。 ”吴旭说。
疫情当前，工作再艰辛也是职责所在，而每当夜
深人静时，对家人的惦念和愧疚才是最难熬的时光。
来到工作岗位后，与家人分别了快一个月，家有年迈
的老人，有正在准备小升初考试的儿子，有奋战在社
区抗疫一线的爱人。 吴旭很是想念他们。“我和我爱
人，我们心里彼此关心对方，一般每天晚上都会打个
电话报平安。 ”吴旭说，“将近一个月的昼夜坚守，只
希望干警和在押人员都能安全健康挺过疫情， 待一
切秩序恢复正常，让我能够一如既往地陪伴妻子，辅
导儿子， 照顾父母……检察人永远牢记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为人民坚守，相信百花绽放的春日必将
来临。 ”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 危难面前显身手，越是
艰险越向前。 吴旭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做了
一名检察官应该做的， 他时刻牢记肩负的责任和使
命，不退缩、不畏惧，面对疫情、面对工作，豁得出、顶
得上、扛得住，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记者 李娟娟 通讯员 臧萌

▲吴旭在查看监区情况

争分夺秒阻断病毒传播的“侦查员”
—记公安西青分局指挥室机要保密科副科长李其文
——

今年 35 岁的李其文，是公安西青分局指挥室机要保密科副科长。 在当前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他虽不在一线冲锋站岗，但却始终默默坚守在没有硝烟
的后方
“情报”战场，让数据说话、和时间赛跑，为各级部门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支撑作用。

他是与时间赛跑阻断病毒传播的“侦查员”

2 月 13 日凌晨 1 点，李其文的办公室灯火通明，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战斗正
在这里紧张地进行着。 当天，天津市公布了 1 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行动轨迹，
发现该人曾经在张家窝镇某小区出现并逗留 1 小时。
疫情就是警情，防控就是责任！ 在这 1 小时里，这名患者进入该小区后，去
了哪栋楼、哪间房间、接触了谁、谁是密切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相处多久、这些
密切接触者又何去何从……
一系列待核查问题迅速涌上案头，李其文需要做的就是对当前海量、庞杂、
模糊的数据，进行清理筛查、反复比对关联，最终梳理研判出有效数据，并进一
步精准完善到相关人员姓名、现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提供给区有关部门，为
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情报支撑。
双眼紧盯电脑、精神高度集中、大脑飞速运转……从接到核查指令，李其文
已经连续工作超过 12 个小时，但他却丝毫没有困意，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场与时
间的赛跑，必须加速跑、不能停，多筛查出来一个密切接触人员、早掌握一条行
动轨迹，就可能降低甚至避免更多人员交叉感染。
清晨 6 点，他将一份涉及 18 名密切接触人员的详细报告及时呈报，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相关街镇均第一时间掌握了人员信息，并迅速部署安排后续隔离防
护工作，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

▲和同事分析数据的李其文（左一）
回答，眼神里满是倦意与疲惫。

他是 24 小时不下班的“
情报员”

他是家里“
不合格”的儿子、丈夫和爸爸

2012 年，刚刚从人民公安大学毕业的李其文被分配至公安西青分局中北派
出所，从事治安民警工作。很快，他在情报研判方面的特长就逐步显现出来，先后
被调动至公安西青分局刑侦综合室、指挥室情报中心工作。 由于业务精湛、表现
突出，多次荣立个人嘉奖、三等功等荣誉称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李其文作为情报工作的
“
元老”，被公安西青分局点将进
驻分局疫情防控工作专班，牵头负责对外地来津人员的民航、火车、汽车和人员信息
进行清理筛查、分析研判、精准落地，为各级部门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自 1 月 27 日以来，公安西青分局总共接报各类数据上万条，这其中每一条
数据都需要反复核实、每一个人员都需要落地核查，查询数量巨大、核实任务繁
琐、结果反馈紧迫……
李其文咬紧牙关、拼尽全力，坚持对每一条线索都做到查无可查、追查到底、
绝不过夜。他每天核查数据上千条、接打电话上百个，累了就在椅子上靠一会儿、
闭上眼睛缓一缓，晚上经常在办公室和衣而睡，休息四五个小时后继续工作。
“一天工作结束，我习惯在脑子里捋捋白天干的活儿，就像过电影一样，就怕
遗漏什么关键线索没有查。经常睡不着觉，都快精神衰弱了。”李其文半开玩笑地

李其文的老家在山东省潍坊市，由于平时工作繁忙，每年只有在春节期间能
回家和父母团聚。 今年也不例外，李其文依旧是忙到了大年三十下午，才接上妻子
儿子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
本以为可以在家好好陪父母说说话，让老人享受天伦之乐，但这一切都被一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打乱了。 初二上午接到单位返岗指令后，李其文便开始默
默地收拾行李。
“
吃完饭再回去，也不晚吧！”怕影响孩子工作，母亲的语气里明显带着商量。“
没事，
妈，趁着天亮路上好开，过几天我们再回来！”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李其文心里最清楚，这
是一场硬仗，再相聚不知何时。 他低着头，不敢直视母亲，怕眼泪掉下来。
赶了一天的路，把妻子孩子送回蓟州区的家里安顿好后，第二天一早，李其文
准时出现在情报中心大厅，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工作。
也正是从那天开始，他一直坚守岗位极少回家。 年仅 1 岁半的儿子想爸爸了，
就吵着让妈妈打视频电话，而李其文却经常忙得顾不上跟娘俩好好说几句话。
“心里挺愧疚的，但这就是我的工作，虽然我不是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但我
也要用我的方式为打赢这场阻击战贡献力量！ ”李其文说。
通讯员 陆欣蓉

!!!!!!!!!!!!!!!!!!!!!!!!!!!!!!!!!!!!!!!!!!!!!!!!!!!!!!!!!!!!!!!!!!!!!!!!!!!!!!!!!!!!!!!!!!!!!!!!!!!!!!!!!!!!!!!!!!!!"

!!!!!!!!!!!!!!!!!!!!!!!!!!!!!!!!!!!!!!!!!!!!!!!!!!!!!!!!!!!!"

给业主把好第一关
—记西青张家窝镇如鱼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如鱼物业工作人员为居家隔离人员采购食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张家窝镇如鱼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全员到岗，迅速进
入战斗状态，24 小时坚守阵地。身处社区防疫第一线，每一个“如鱼”人都在为这场
全民疫情阻击战拼尽全力，为业主把好疫情防控第一关。
在如鱼物业党群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了如鱼物业党支部书记许艳霞。 这个已怀孕
5 个月的
“
铁娘子”，从疫情防控开始没有休息一天，没有一丝孕妇的娇气，第一时间
部署保洁消杀工作，千方百计筹集防控物资。大年三十她上午检查防控、分发口罩，中
午参加镇里的疫情防控部署会， 下午为在岗员工准备饺子， 一直坚守到夜里 12 点
半，确定消防安全后才放心回家。 为保障居家隔离人员的日常生活，许艳霞主动为社
区分担压力，提供食品采购和打包整理服务，并果断地把所属杰盛里菜市场室内摊位
拆除，不计个人得失，移到室外经营，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和支持。“
我现在虽然身体
不便，但仍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疫情不可怕，人心不能乱。 只要我们齐心协
力，一定能打赢这场战役！ ”许艳霞用实行行动发挥了带头力量。
公司的副总牟娟，是大家眼中的“女汉子”。 怀二女儿的时候，一直工作到生产
的前一天，而在产后 31 天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疫情爆发后，她安排好嗷嗷待哺的
孩子，投入疫情防控，平均每天工作都达 10 小时以上。 从筹划小区封闭式管理措
施和方法，到出入口设置哨卡排查进出车辆，再到外埠回津人员的登记、测温、隔
离，以及日常消杀工作等，她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 抗“疫”初期，为解决防控物资
紧缺问题，牟娟绞尽脑汁，联系多家防控物资的原料、生产厂家，经过大家的不懈
努力，员工的手里有了防控的物资，这下终于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 作为母亲，她
可能有所亏欠，但作为物业人，她值得大家骄傲。
如鱼物业杰盛里项目经理赵金来，热爱本职工作，熟悉辖区情况，用他专业、敬
业的精神，为疫情防控尽力。 一天，他接到电话，说小区来了一辆湖北省的私家车，不
知道登没登记，需要赶快了解情况，找出车主，消除隐患。 杰盛里小区百分之八十五
以上都是外来租户，人员复杂，流动性大，情况不好掌握，这时大家心里都打起了鼓。
这时，赵金来的大脑迅速转动了起来，仔细搜索脑海里的车辆登记信息，就在大伙准
备开始分片分楼挨家敲门的时候，他连忙说：
“
等一下，我对这辆车有印象，应该是有
登记的，我马上去查一下记录。 ”很快，他拿着一本登记单走了回来：
“
大家不要惊慌，
这车一直停在小区没有离开，车主是住在咱们小区的外来人员，老家是湖北的，但是
今年没有回老家。”听到这些，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赵金来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让
在场的人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一个优秀的团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如鱼物业，不仅有优秀的“领头
羊”们，更多的是爱岗敬业、爱岗如家的普通职工。
今年 2 月 14 日的那场大雪，给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人们增加了工作难度。
天气冷、道路滑，如鱼物业的保洁员杜国媛在清扫积雪时，不小心摔倒，造成右手
腕红肿。 她却一声不吭，坚持完成当天工作。 同一天，家贤里项目的保洁员王会生
在下班回家路上摔倒了，肩膀扭伤。 回家后悄悄贴上膏药的她，转天继续回到工作
岗位，忍着胳膊的疼痛，背起喷雾器，为自己的管辖区域进行消杀工作。
杰盛里小区的保洁员杨丽华，在勾兑消毒水的过程中，消毒水不小心溅入眼
中，用清水冲洗眼睛后，她眯着一只眼睛继续消杀。 两天后，眼睛又红又肿，疼得实
在睁不开了，才请假去医院治疗。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她就又回到岗位继续工作。
2 月 13 日，杰盛里小区一个回津隔离人员发热被送医，发热人员所住楼栋的保
洁员找到经理要求辞职。在当时情况不明的时候，确实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可楼栋的
保洁消杀工作又非常重要。 关键时刻，许连香、韩淑芝两位大姐毅然站了出来，主动
请缨，表示要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好在后来只是虚惊一场。她们当时不害怕吗？不是，
她们是顾大局不计得失，她们是为了疫情能早日消除，为了全体的胜利而努力！
在如鱼，不计个人得失的员工还有很多很多，像坚守岗位、规范消毒的宝庆里
项目主管宫学坤，将防控工作落到实处、切实守护群众安全的家诚里保安班长杨
万林，还有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一个月就瘦了 15 斤的杰盛里保安房国林……
前不久，如鱼物业自己举办了一场表彰会，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先进典型
进行表彰，并给予了奖励。 这些被评选出来的优秀
“如鱼”人，又成为了公司其他人
学习的楷模，大家比学赶超，共同为防疫抗疫作贡献。
记者 李焕丽 田建 通讯员 马红伟 方姗姗

居民家门口的“健康卫士”
——
—记西青中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李梓萌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大家陷入
了紧张状态，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医
护工作者们挺身而出，无数“逆行者”毅
然踏上疫情阻击战一线， 贡献着自己的
力量， 中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
门诊护士长李梓萌也是其中的一员。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前线， 李梓萌深
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在疫情突发的第一
时间，她积极响应号召，立刻回到工作岗
位上，配合上级领导调配护理资源，规划
防治措施。 该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防控
工作繁重、覆盖面广、涉及人口多。 自大
▲工作中的李梓萌（左一）
年初二开始， 李梓萌就一心扑在了社区
疫情防护工作上， 根据上级安排制定任
务计划，预检分诊、入户排查，每项任务都留下了她的身影。
不论疫情形势多么严峻，李梓萌想患者之所想，为了方便卧床患者就医护理，
减少患者在疫情期间外出的风险，她坚持带领着社区护士在做好个人防护和消毒
工作后，开展上门护理服务。
就在前不久的一个上午， 该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部的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焦急的
声音，“我父亲 80 多岁了，出院时插了一根尿管已经 20 多天了，急需更换，您那边
能帮帮我吗？ ”接过电话的李梓萌安抚了家属焦躁的情绪后，承诺尽快安排上门评
估服务。 随后，她带领护理组三人，在自身做好充分的防护和消毒工作后，她们利
用午休时间来到了患者的家里，并为患者进行了综合评估检查，规范地更换了尿
管，讲解留置尿管的日常护理及注意事项，这才给患者一家吃下了
“定心丸”。
这些在平日里看似平常的工作，在严峻的疫情情况下却又显得不平常。疫情阻
隔不了社区医护人员的服务脚步，他们是居民家门口的“
健康卫士”。
通讯员 姜哲 记者 蔡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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