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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党员志愿者在给小区居民送新鲜蔬菜 韩军辉 摄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5 月 10 日

上午，在郏县龙山街道朝阳社区幸福

里小区门口，社区居民孙玉仙在疫情

防控服务点仔细登记出入居民信息并

扫码、测体温。

孙玉仙今年 73岁，1971年 1月 1日

入党，党龄已有 51年，去年获得“光荣

在党 50年”纪念章。孙玉仙曾是高中

历史老师，退休后，她充分发挥余热，

主动参与社区事务。

2020 年疫情发生后，孙玉仙主动

找到社区，要求在服务点值班。那时，

正值寒冬，她一站就是 4个小时，和她

一起值守的社区干部劝她回去休息，

她说什么也不肯。2021年夏，她又找

到社区请缨出战，服务点值守、劝阻扎

堆群众、做好返郏人员摸排等，样样都

做得认真仔细。近日，孙玉仙又到社

区报到。考虑她年纪大了，社区为她

安排了值班时间相对较短的服务点。

但时间到后，她总是不回家，宣传防控

政策，劝阻扎堆人群。

“从孙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满满

的正能量，也看到了一名老党员的初

心与担当。”龙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闫

秋辉说。

郏县老党员三战疫情

本报讯 （记者朱江淼 通讯员王

跃平）“请您拿好身份证，在这边进行

信息采集”。5 月 10 日上午，在卫东

区北环路街道寺沟社区南风井小区

核酸检测点，大学生志愿者袁孟珂像

往常一样上午 7 点就来到了现场，做

好核酸采集的各项准备工作。7 点

30 分左右，她开始进行信息采集、录

入等工作，一般要工作到下午 4 点 30

分左右。

“看到团区委发布的疫情防控志

愿者招募令后，我毫不犹豫地就报名

了。从 3 月份开始，社区的每一次核

酸检测我都参与了，一直在做信息采

集工作。”家住寺沟社区的袁孟珂说。

今年 21 岁的袁孟珂是南阳师范

学院的一名大四学生，也是一名中共

预备党员。从去年暑假开始，她多次

参与团区委举办的志愿活动和社区

的疫情防控工作。“我想为自己的家

乡出一份力。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在

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问及加入志愿者的初衷，袁孟珂激动

地说。

大学生袁孟珂彰显担当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得知我市

血源告急的消息，5月 11日上午，大学

生李嘉洋赶到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捐

献血小板。在志愿者母亲影响下，他

虽然只有 22 岁，已经是第 12 次献血

了。

李嘉洋家住卫东区五一路街道铁

北工人村，是河南科技大学的应届毕

业生，目前因为疫情未能返校，在家做

毕业设计。他的母亲名叫白玲，是市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多年

来每月定期捐献血小板，至今献血次

数高达 170 次之多。深受感染的李嘉

洋年满 18岁就开始参加献血，后来又

开始捐献血小板。

我 市 本 轮 疫 情 发 生 后 ，血 源 告

急，白玲第一时间赶到爱心献血屋捐

献了血小板。5 月 11 日，李嘉洋也打

电话预约献血。随后，他跟小区防控

卡点的值守人员说明情况，才出了小

区赶到血站。经过 1 个多小时的采

集 ，他 顺 利 捐 献 2 个 治 疗 量（400 毫

升）的血小板。

李嘉洋说：“疫情发生后，我心里

很着急。作为一名大学生，也是一名

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回馈社会的时

候，希望为平顶山抗疫贡献一点力

量。”

22岁大学生已献血12次

党建引领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5月 10日，

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滨路街道

湖光社区一品澜山小区，由 35名社区

党员志愿者组成的疫情防控临时党

支部正式成立。这些党员志愿者都

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下沉到社区的

党员干部。

自新一轮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力倡树“党旗一

线飘起来、党员身份亮起来、疫情防控

干起来、服务群众跑起来”的工作理念，

充分动员全区机关党员干部和志愿者

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开展工作，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该区动员党员干部冲锋抗疫一

线，组建三支队伍、建立三条防线，织

密疫情防控网。组建卡点防控队，以

村（社区）和交通卡点临时党支部为

单位，成立党员服务队 39 支，设立党

员先锋岗 37 个，划定党员责任区 125

个，以最硬的手段、最实的作风不折

不扣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组建入

户巡逻队，各村（社区）建立以“两委”

干部、广大党员、物业人员为主，网格

员、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的防控队伍，

依托全区 47个村（社区）网格，276个

村组和小区、楼栋网格，认真开展“敲

门”“扫楼”“扫街”行动，5月以来在全

区共“敲门”2310户，入户排查辖区群

众；组建访察督导队，对各村、居民小

区及重点场所落实防控措施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确保各项管控措施落到

实处。

该区盯紧小区卡点、交通卡点、

封控卡点，对接市直 73家单位 1564名

党员、指导区直 52家单位 512名党员

下沉村（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参与卡

点值守、核酸检测、物资配送等具体工

作；在辖区4处交通卡口成立防疫工作

专班，组织 112名党员干部值守卡点一

线，对来往车辆人员逐一查证、测温、

验码、登记，及时阻断疫情传播链；健

全完善社区、公安、医疗多方联动机

制，在常绿大阅城小区组建 35支“1名

楼长、1名党员、1名医护人员”的多职

责管控小队，入户开展核酸检测、居家

服务等 4900余人次，获得辖区居民一

致好评。

同心抗疫，鹰城文旅人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王春生）疫情来袭，

近日，我市发布通告，号召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立刻向居住地所属社

区报到，就地转为社区志愿者，全面参

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系统的文旅人立即行动起来，以

最快的速度下沉一线，纷纷就地转岗变

身“志愿红”，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温暖着、感

动着一座城。

“今天上午，一些居民选购的鸡蛋

等物品运到了，大家都可开心了。”11日

中午，谈及做志愿者为大家所做的事

时，刚刚回到家中的志愿者周伟凡开心

地说。家住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岸

豪庭小区的周伟凡，是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公共服务科科长。看到通告后，他

第一时间到所在的小区报到，成为小区

里的一名志愿者。从 7日开始，他已经

在小区当了 5天的志愿者。

在市区优越路街道繁荣小区，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长牛磊

主动担当，在社区人手紧缺时常常一个

人值守夜班。

5月 10日晚7时至 11日零时，牛磊

连续一个人值守岗位5小时。尽管是

初夏时节，但夜里的气温很低，他不得

不穿件棉衣抵挡风寒。

牛磊所在的小区是老旧小区，

没有大门，没有门卫。他说，居民

区里人口众多，一到晚上，一些闷

在家里一天的老年人总想找他通融

出去活动一下，他不得不想法极力

劝阻。

自 5 月 7 日起，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身在各

自社区岗位上，认真开展核酸检测、

卡点值守、秩序维护、体温测量、查验

两码、信息登记、代购配送生活物资

等疫情防控工作，与社区人民群众合

力筑起防疫屏障，为全市疫情防控工

作贡献力量。

目前，市文化广电和旅游系统共

有 210名同志参加社区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工作。他们严守纪律、尽责担

当，积极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用

实际行动展现了文旅工作者的责任

与担当。

6231名党员“疫”线写忠诚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

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5月

11日下午，在郏县龙山街道金爵世家

小区，参与小区疫情防控的街道和新

华社区、金爵世家小区的 9 名党员举

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表达“参战”

决心。

面对当前严峻的防疫形势，郏县

广大党员迅速行动，奔赴“疫”线，切

实筑牢“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疫情

防控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和生命安全。

郏县县委组织部第一时间下发

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的疫情防控倡议书，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及时动员广大党

员干部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目

前，郏县在疫情防控一线建立临时党

组织 151 个，成立党员服务队 421 支，

设立党员先锋岗 654 个，划定党员责

任区 1143 个，6231 名党员干部和 440

名预备党员积极参与防控工作，他们

坚守在村庄路口、市场门口、超市入

口、小区出入口等人群密集处，做好

卡点执勤、信息排查、消毒杀毒等工

作，成为战“疫”一线有力的“红色卫

士”。

郏县 3845 名无职党员和 200 多

名志愿者组建的“红马甲护卫队”主

动投入防疫“大考”，参与卡点值守、

协 助 测 温 扫 码 、维 持 核 酸 检 测 秩

序。与此同时，郏县县委组织部也

划拨党费，用于支持一线疫情防控

工作，及时为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

和温暖。

“疫情防控就是当前重大的政治

任务，我们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迅速集

结工作力量，坚决把精锐集中到一

线、把力量安排到基层，让广大党员

化身疫情防控的战斗员、宣传员、联

络员、督导员。”郏县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宋罡说。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全身心投入抗疫一线
本报讯 （记者赵志国 通讯员

韩军辉）5月 10日，在平煤神马集团四

矿党委号召下，来自全矿各支部的党

员组成 50人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前

往新华区天润花苑北苑、南苑和铁运

处机务小区，全力支援我市疫情防控

工作。

四矿成立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临时党支部，该矿组干科副科长刘伟

延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四矿孙刚爱

心联盟”负责人、该矿工会副主席孙

刚任队长，下设 3个党小组，分别深入

3个小区开展支援工作。

孙刚是“四矿孙刚爱心联盟”负

责人，多年来一直坚持公益服务，是

省、市两级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和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获得者、眼角

膜捐献者。

由于情况紧急，好多人没有带齐

生活用品，有的还没吃晚饭。5 月 10

日晚上 10点，党员志愿者服务队集结 完毕。29 岁的环保科科员李琳萍瞒 着家人，主动报名加入；纪委监察科

科员伊中山虽已 51 岁，还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依然报名加入……大家

都满怀一腔热血，全身心投入到紧

张的支援工作中，直到凌晨两点半

才休息。

从 5月 11日早上 5点钟开始，党员

志愿者服务队队员们身穿防护服，在

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白天配合市

二院的医护人员挨家挨户进行核酸

采集、身份信息采集，清运小区楼道

的卫生垃圾，给居民送医、送药、送物

资等。天润花苑北苑、南苑两个小区

全是 18层楼，他们和医护人员就一层

一层爬楼梯，汗水浸透了防护服，但

没一人喊苦喊累，晚上还要在小区门

口执勤应急值守。

孙刚表示，将克服一切困难，齐

心协力完成此次支援任务，扛起党员

志愿服务这面大旗，充分发挥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我市早日战胜

疫情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抗疫一线，党员志愿者为守护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行走在急难险重的

前沿，用担当弘扬志愿精神，用奉献展

现党员风采，让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抗

疫一线。他们的存在，给了群众十足的

安全感；他们的努力，让群众有了战胜

疫情的坚定信心。

好样的，党员志愿者，为你们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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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上午，党员志愿者在宁洛高速宝丰县出站口认真执勤。目前，宝丰县 380 个临时党支部、6000 余名党

员志愿者日夜奋战在全县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说的是，

五一节过后刚上班，疫情突袭平顶山，

在职的党员下沉社区做志愿，勇于担

当谱新篇……”5月 11日，由马街书会

书状元张高伟演唱的赞颂我市党员干

部下沉抗疫一线的河南坠子《守住鹰

城防疫线》在网络平台甫一亮相，便受

到网民的一致好评。

这段河南坠子由我市文艺工作者

古杨创作、张高伟演唱。古杨为省曲

协理事、市曲协副主席；张高伟为省曲

协副主席、市曲协秘书长，曾为马街书

会书状元，二人均为中国曲艺家协会

会员。

坠子书中唱道：“党政机关党员

干部行动如闪电，迅速下沉到社区第

一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不怠慢，

就地到居住社区转志愿，亮明了身份

领任务，积极主动冲在前……防控一

线党旗红，党员干部做典范，众志成

城守护鹰城防疫线，胜利的曙光在眼

前。”坠子书热情歌颂了我市广大党

员干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投

身抗疫一线、舍小家为大家的光辉形

象。

另外，古杨等文艺工作者还创作

了快板书《送花》《核酸检测好哇》等作

品，目前演员们正在紧张排练、录制。

马街书会书状元唱响
河南坠子《守住鹰城防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