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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区封控区管控区里的一幕幕

“李阿姨，您家可以下楼做核酸检测了，带好身份证。”1月17日上
午8点，邵公庄街道西青道第二社区的社区工作者刘维松正忙着敲门
喊居民下楼做核酸检测。听到通知，居民陆续下楼排队，刘维松边登记
边维护秩序，整个过程快速有序。
刘维松介绍，从接到通知后自己就一直在社区准备，调配物资、环

境消杀、居民信息梳理等，有了前几轮的筛查经验，感觉更得心应手了。
上午11点，采样点排队的居民渐渐少了，为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

人，刘维松拿起大喇叭挨楼栋喊还没做核酸检测的居民下楼。“等下马
上开始入户。”11点半，现场采样刚刚结束，刘维松接到了入户做核酸
检测的通知。来不及缓口气儿，刘维松又带着医务人员开始入户爬楼，
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伤病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核酸采样。
因为穿着防护服，几趟下来刘维松的额头汗如雨下。尽管如此，当

被问到累不累时，他还是打趣道：“一点儿不累，身为社区工作者，爬楼
是咱的基本功啊！”
结束入户，刘维松拖着沉重的双腿一边往社区赶，一边翻出兜里的手

机，张大爷、李阿姨……未接电话已接近20个。一到社区，他挨个儿给居
民回过去。“小刘啊，我家的宠物狗不得劲儿，我得带它出去看看医生。”电
话那头李阿姨着急地说。“出去肯定是不能出去，您看看狗大概什么毛病，
我给您联系买药。”刘维松一边耐心安慰着，一边往嘴里扒拉着已经冷透
的盒饭。
像这样的电话，刘维松基本上每几分钟就会接到一个。日常工作

中，刘维松的电话24小时在线，手机从不离身。益鑫里小区被划定为
封控区、管控区范围后，他又特地在居民微信群里将自己的手机号再发
一遍，以防大家有事联系不到自己。
“除了接到居民让取快递、拿药、取饭菜等这些‘力气活’外，这两天，询

问什么时候解封这类问题也逐渐多了起来。”刘维松说，“大家已经居家有
几天了，情绪上多少会有些波动，但只要耐心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多给他们
解释管控、封控、核酸检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家都很能理解和支持。”
“丁零零！”正说着，刘维松的电话又响了……

“爬楼是咱的基本功啊！”场
景 5

红桥区纪委监委
扎实开展疫情防控监督

尽锐出战筑防线

监督保障齐攻坚

■ 通讯员 李卓

“近期有没有医务人员上门给老人做核酸采样？”“家
属能进院探望老人吗？”“管控期间还能正常看病、拿药
吗？”连日来，区纪委监委现场检查养老机构、社区卫生
机构，将监督的“放大镜”更多聚焦在群众诉求关切上，推
动监督与一线防控同频共振。

强化“组织力”压紧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疫情发生以来，红桥区纪委监委认真落实全市纪检
监察系统疫情防控监督检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迅速成
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疫情防控监督工作领导小
组，实行领导包片机制，下设9个监督检查组，围绕6个方
面监督，着重加强对院感防控、疫苗接种点、核酸检测采
集点等重点场所的监督检查。建立“日例会”制度，委主
要领导亲自听取当日监督情况的总结汇报，跟进疫情防
控形势任务要求，研判部署下一步监督重点。
“我们要统筹好监督力量，把服务基层群众、参与一

线防控的‘事中’监督与专项监督检查结合起来，寓监督
于支持保障，坚决做到监督不越位、协助不包揽、推动不
代替、帮忙不添乱。”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在动员部署
会上强调。区纪委监委各监督检查组由领导班子成员亲
自带队，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出动检查人
员296人次，检查点位289个，全部现场反馈问题、及时提
示整改，促进主责部门切实担负起守护广大居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的职责使命。

凝聚“保障力”护航服务民生安全稳定

“核酸检测采样所需物资采购是否顺畅？”“物资入库
出库是否有台账？”“物资发放是否及时？”区纪委监委分
秒必争，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第一时间赶到区发展改革
委，通过谈话了解、查阅物资调拨台账等方式，检查防护
物资储备仓库管理情况，重点关注物资采购、调配、发放
等环节，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衔接紧密、手续严密。同
时，监督检查组针对防疫物资防水、防火、保存期限等保
管事项进行了工作提示，坚决避免因处置不当造成损耗。
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全区群众生活平稳有序，监督

检查组紧盯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等行为，对辖
区内子牙里菜市场、中嘉菜市场等菜市场和便民超市落
实测温、亮码、戴口罩“三件套”等情况进行抽查检查。了
解到全区“菜篮子”物足价稳总体情况后，监督检查组再
三提示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不能松懈，要持续加大对群
众生活必需品的监管力度。同时，针对个别点位执行“一
米线”要求不够规范和电梯使用还有盲区等问题，监督检
查组及时反馈提醒，压紧压实疫情防控“安全线”。

提升“战斗力”冲锋在前与民共克时艰

“小伙子，你这眼镜上都是雾气，你自己也小心脚底
下台阶啊！”正在排队等待核酸采样的居民阿姨提醒着下
沉干部——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刘毅，虽然迎
面是阴冷的寒风，但刘毅心里迅速涌起一阵暖流，眼神中
透露出与群众共克时艰的坚毅。
1月10日早上6点，天还未亮，区纪委监委50余名纪

检监察干部纷纷从家中赶到核酸检测筛查点，有的穿上
了“中国红”的志愿服，有的全副武装成“大白”防护，立即
投入全员核酸检测这场“战斗”，登记信息、维护秩序、搀
扶老弱、提醒防护等，用细节心系群众，用温情赶走严寒，
以“公仆心”换来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区纪委监委驻区
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组刘烨、吕林梦和徐超3名同志配
合社区进行第一次大筛，从早上6点直至晚上10点居民
采样完毕仍不离岗，协助社区整理采样现场、核实录入信
息，为次日对困难群众入户采样工作做好充足准备，一干
就是一夜，直至转天上午8点，昂扬了纪检监察干部冲锋
在前的铁军斗志。
“您参加第四次核酸检测了吗？”“家里还有菜吗？生活

上还有别的需求吗？”下沉社区志愿服务的纪检监察干部王
路坚在落实“敲门行动”工作中一边排查漏检人员，一边询
问群体生活需求，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儿上，确保核
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不让一户困难群众生活忧愁。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全区纪检监察干部

枕戈待旦、上下同心，诠释忠诚、书写担当，在对抗奥密克
戎的阻击战中尽锐出战、勇毅前行，在监督中服务，在服
务中监督，为筑牢首都政治“护城河”提供坚实保障，彰显
了纪检监察铁军过硬的纪律作风。

■ 通讯员 杨丽媛

为切实解决封控区管控区居民生活物资配送“最后一
公里”问题，连日来，红桥区商务局严格按照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各项工作，建立起以物美、华
润万家等超市为托底保障，电商平台和4个交付式社区生活
物资保供前置仓为补充的保供体系，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
物美超市每日4次将居民采购物资进行集中配送，

华润万家每日随需随供、随点随送，社区保供前置仓每日
补货一次。“我们会每天巡查，及时了解封控区管控区的
物资需求，随时调度，确保封控区管控区物资保障稳妥有
力。”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说。
“我们在手机上点好了单，然后等着社区工作人员的通

知就行，菜很新鲜，东西也全，我们觉得很安全，也很方便，
生活没受什么影响。”住在益鑫里小区的居民杨女士说。

本组图片 1月20日，红桥区9

个街道、约180个筛查点位、700余

个采样通道开展高效有序的全员

核酸检测工作。采样现场，医务人

员、党员干部、公安干警、网格员、

志愿者等分工明确、通力协作，引

导居民保持一米距离排队，采样秩

序井然。 朱双银 摄

红桥区封控区管控区里，有人重温入党誓词、有人当起“外卖小哥”、有人背
起四五十斤重的消毒喷壶、有人一趟趟取药送药、有人电话接个不停……

深夜，坐标仁爱花园，走在入户检测的路上，志愿
者安彪双腿发沉。“重温入党誓词，让自己更有斗志！”
安彪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
据了解，安彪家住红桥区西于庄街道丽水苑，是一

名有着1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一名消防战士，同时也
是一名退役军人。日前，一直在管控区内忙碌的他接
受了记者采访。
“我是华北油田消防支队的，平时在廊坊上班，发生

疫情后单位停止倒休，大家都在居住地待命，看到咱区
‘美丽红桥’微信公众号上招募志愿者，我就第一时间报
名了！”安彪告诉记者，自己参与过汶川地震救援和河北
省的抗疫工作，太了解一线工作任务的繁重和辛苦，不
论抗疫还是救援，民间力量必不可少，能多一个人分担，
社区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们的压力就能减轻一些。
在现场，安彪主要负责的是核酸检测信息登记录

入工作，扫描身份证、核对信息、扫描试管码等一套动
作每天要重复成百上千遍。“别看简单，但每一遍都马
虎不得！”安彪说，长时间穿着防护服会感觉憋闷不适，
一直重复一套动作也确实会有疲沓感，但核酸检测为
的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病毒，尽早尽快排查出潜在的

风险，所以每一次检测都必须精细再精细，尤其是登记
环节，信息千万不能搞混，否则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
交谈中，记者得知安彪已连续7天参与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虽然每天平均睡眠不足4小时，但他觉得很
充实，很有价值。“我每天24小时开机，随时关注群里
的集合通知，随叫随到。也没想着要轮换休息一下什
么的，这种环境下，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一些工作，
心里就特别痛快！尤其是看到还有那么多工作人员在
昼夜坚守，真心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不算什么。”
安彪说他当时回忆起了参与汶川抗震救灾时的艰

辛，那时指挥部悬挂的党旗给了自己莫大的鼓舞。“在
管控区里工作，说心里一点儿不打鼓也不可能，但我作
为一名党员，冲在最前面责无旁贷。”电话那头，安彪坚
定地说，“想想革命年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我们
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只要有理想有信
念，就没有什么能打倒我们！”
安彪告诉记者，虽然自己老家不是天津的，但在这里

生活多年，“热爱天津、愿天津好”已经融入骨子里，希望
每个人都能为抗击奥密克戎贡献力量，大家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一定能早日取得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

“重温入党誓词，让自己更有斗志！”

“同志，受累过来一下，我有个东西给你……”上午
11点，益鑫里3号楼3单元一楼的王阿姨隔着窗户喊
住了正在奔波忙碌的马璘。听见有人喊自己，以为有
了“新任务”的马璘快步向窗边跑去。只见王阿姨展开
一幅画，上面画着三朵红花，旁边写着：“谢谢抗疫一线
的全体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
看到这儿，一向开朗健谈的马璘一时说不出话来，

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谢谢，谢谢……”这时，窗户里的王
阿姨也忍不住扭头，悄悄抹起了眼泪。
为避免存在交叉感染风险，又不想辜负王阿姨的

心意，马璘拿出手机快速记录下这暖心一幕，一边嘱咐
着王阿姨关好窗户别着凉，一边朝着小区门口跑去，继
续自己的工作。
马璘是红桥区人社局的一名干部，根据工作安排，

主要负责益鑫里小区居民的生活物资保障，给居家人
员配送网购的三餐、蔬菜和快递、药品等。

来到小区门口，刚“清空”的外卖又多了十几份，为
了不让饭菜变凉，马璘用塑料袋把饭菜裹了一层又一
层，经过分拣后，一路小跑穿梭在各个楼栋之间。尽管
寒风凛冽，但穿着严密的防护服，不一会儿，马璘的衣
服就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我孩子就在这个小区，做了些他们喜欢吃的饭

菜，我就放他家门口，一会儿就出来。”一位阿姨在小区
门口焦急地和安保人员交流着，马璘见状赶紧跑过去
隔着门解释：“阿姨，现在3号楼是封控区，整个小区也
属于管控区，除了工作人员其他人不能进入，进来对您
也有风险，饭菜我们可以帮您送进去，我现在就是咱小
区的‘外卖小哥’。”在马璘耐心幽默的劝导下，阿姨平
复了情绪，经过严格的消杀程序，将饭菜交给了马璘。
“像这样自家做的饭菜，要仔细地查看一下，它不像外
卖那样包装得严实不容易撒漏。”说着，马璘又找来消
杀后的小泡沫箱将饭菜小心翼翼地放在里面……

“我就是咱小区的‘外卖小哥’。”

“习惯了，不觉得沉。”
清晨5点多，侯二红已经穿戴好了所有防护装备、背上了消毒喷

壶，准备开始今天的工作。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因为她的工作
地点正是红桥区封控区邵公庄街道益鑫里小区3号楼。
1月13日全区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范围后，益鑫里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侯二红第一时间主动请缨，接下封控区消杀任务。每
天，她需要对3号楼4个楼门做早中晚三次固定消杀，在全楼居民每
天核酸检测前后对全楼及采样现场再次进行全面消杀，紧急情况下
还需单独做针对性消杀……从早到晚，消毒水刺鼻的味道一直伴随
着她。而每次进楼内消杀前，按照防控要求，她必须严格穿戴好防护
用品，然后背上四五十斤重的消毒喷壶，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一
层楼接着一层楼地做好消杀工作，瘦弱的肩膀被沉重的消毒喷壶压
出了深深的印记。
“没事儿，习惯了，不觉得沉。”不善言辞的她只说了这一句话，就背上所

有用具转身走进了3号楼，留下了一个坚定的背影。
半个多小时以后，侯二红消杀完两个楼门，在楼底替换另一桶装满

消毒液的喷壶。“咱们这个封控区的消杀更得做仔细了，不能马虎，尤其
是一些边边角角，还有门把手啥的，都得消杀到位。”
当侯二红完成3号楼所有楼门消杀后，终于可以脱下防护服休息

会儿了。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大大增加了爬楼梯的负担，何况背上还有
四五十斤的负重，一次完整的消杀下来，她已是大汗淋漓。
工作间隙，唯一让侯二红牵挂的便是独自在家的孩子。只要是休息

时间，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孩子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问问孩子情况。
“妈妈，我画完画了，现在写作业了啊。”听着孩子的微信语音，侯二红一
边为他的自立感到欣慰，一边又有些心疼。“咱们都再坚持坚持，我相信
疫情一定很快就会过去的！”侯二红说。

“老李，我的药快吃完了，现在也出不去，这可咋
办？”“别急啊，没药了找咱王老师，全天24小时服务，
上午去开，下午免费送到楼门口，别提多方便了！”对话
中提到的王老师，便是邵公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全科医生王春梅。
王春梅今年54岁，因长年在社区从事医疗工作，小

区里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的居民她都
熟记于心。1月13日晚，王春梅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需要进入管控区为居民提供24小时开药买药等医疗保
障服务，而且人员紧张，她得一个人担负起一整个社区。
进入益鑫里小区后，王春梅每天早上8点都会准时出

现在医疗服务保障点，居民看到门上贴着她的名字都顿感
心安。每天上午王春梅最少要接待十几位居民，其中大多
是老年人。除了正常开药，她还主动询问老人的身体近
况，为他们解答健康疑问，一上午下来连喝口水、去趟卫生
间的时间都没有，加之穿戴防护装备产生的种种不适，一

上午对于带病上岗且年过半百的王春梅是个不小的考验。
中午12点多，接待完最后一名居民，王春梅赶快

整理好上午记录的药品名目，匆忙吃了两口午饭，便赶
忙前往医院取药。一来一回，拿着大包小包药品的王
春梅回到社区已经是接近下午2点钟。为了让居民早
点儿拿到药，还来不及休息会儿，王春梅便开始按照记
录仔细地将每户居民需要的药品分别打包，方便大家
取用。打包完毕，便开始挨家挨户送药。
一天下来，王春梅腰酸背疼，即便如此，她还是要

打起精神，预备应对夜里可能发生的情况。晚餐时，王
春梅终于有时间掏出手机查看一天的信息。在众多的
消息中，有一条格外醒目：“感谢您的坚守，正因为有您
这样一群人，冒着风险来到这里，不分日夜给我们提供
无微不至的服务，让我们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对抗奥密
克戎。感谢您的辛苦付出，向您致敬，我们会全力配合
咱们的防疫工作，共同携手，战胜疫情！”

年过半百医生撑起“医疗补给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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