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手相牵，织密疫情防控保障网

守国门安全 护人民平安

□本报记者 宋爽

抗击疫情有两个主阵地，一个是医院救
死扶伤的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的阵地。新
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区上下众志成城、勠
力同心，不断加强和改善社区防控工作，织密
织牢一线“防疫网”。

10月20日，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
特镇健康花园小区出现1例确诊病例，小区
开始实施封闭管理，居住在此的 1071 户、
2500余人居家隔离。落实社区封闭管理是
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的关键举措，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至关重
要。

“各位健康花园的居民们，我是东区4号
楼疫情防控期间的楼长，负责大家的核酸检
测、物资配送等工作，有需要生活必需品的可
以让亲戚朋友在外面代买，买好以后放在小
区门口（北门），由我们负责配送的人员进行
配送。”“辛苦工作人员啦！”“好的，谢谢

了！”……
一条条微信、一通通电话、一个个需求纷

至沓来。阿拉善盟教育体育局、阿拉善左旗
人民法院等单位的党员职工和自愿报名的志
愿者组成服务队，负责给居民配送生活必需
品。为独居老人送去药品，为滞留在小区的外
来务工人员送去爱心简餐……志愿者们奔波
的身影，成为小区居民眼中一道温暖的风景。

“除了小区北门外，其它门都已经封闭，
并且由民警值守，避免人员车辆随意进出。”
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新华街派出所民警王迎庆
说，小区门口、小区内有民警24小时不间断
巡逻，确保小区严密管理，有序调度。

为了让居家隔离的群众安心在家隔离，
连日来，巴彦淖尔市金川街道各个社区的党
员干部主动上门，为从外地回来的居家隔离
人员送去生活用品。10月25日，金川街道江
林社区网格员蒙丽琴、潘文平给居家隔离的
居民王女士买了蔬菜，并送到她家门口。“感
谢你们对我的关心，辛苦了。”隔着门，王女士
真诚地向社区人员道谢，门里门外都能感受
到满满的温情。

“核酸检测，招手即停，即停即做……”10
月26日，一辆插着党旗、标有“党员流动采样
车”字样的巡逻车，穿行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长和廊街道的大街小巷。“这几天工作忙，一
直没有时间排队检测，刚刚在路上走着，就听
到大喇叭喊可以检测。我试着招了下手，工
作人员就立刻给我安排了检测，整个过程也
就几分钟，太方便了！”市民张先生满意地说。

据长和廊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杨俊
爱介绍，为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街道安排
了流动核酸检测车和6支流动小分队，通过
流动检测、上门服务的方式为居民进行核酸
检测。“第一轮全员核酸已经完成，流动采样
车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仅10月 26日半天
就为36个人做了核酸检测。”杨俊爱说。

“请您扫二维码提交信息，把手腕露出来
测量体温……”10月 24日 12时 30分许，在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街街道三顺店社区体
委小区的核酸采样点，三顺店社区工作人员
忙碌不停。“大家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让居
民少些等待、快点采样。”三顺店社区党总支
书记李一芝说，疫情防控中，社区通过多种方

式收集民情民意，倾听居民们的所思所想、所
忧所盼，能够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请
求上级支持。同时，对出入车辆、人员进行详
细询问、登记和排查，并为每位出入的居民进
行体温测量，确保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

赤峰市宁城县坚持把党的阵地建在疫情
防控最前沿，村（社区）党支部主动履责，强化
政令畅通。他们采取“一天一总结一调度”的
方式，及时传达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指示精
神，了解辖区工作情况，研究解决疫情监测、
排查、预警、物资保障等具体问题，确保防控
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高效推进。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充分利用宣传栏、广
播喇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向居民宣传
防疫知识和防控要点，让最新的疫情防控形
势以及各项政策及时“飞入寻常百姓家”，引
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正确对待疫情防控。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在这场
疫情大考中，广大医护人员、公安干警、社区
工作人员、志愿者、下沉党员将心比心、以心
交心，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建有温度的社
区疫情防控阵地，共盼战“疫”胜利的到来！

□本报记者 安寅东
通讯员 郭鹏杰 杨金烨

二连浩特市突发新冠肺炎疫情，驻守在
国门口岸一线的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
警，闻令而动、听令而行，不畏艰难，主动请
战，义无反顾地坚守在口岸疫情防控一线，守
卫国门安全，守护人民平安，全力确保疫情防
控期间口岸通关安全畅通，在祖国北疆筑起
一道外防输入的“铜墙铁壁”。

二连口岸作为中蒙唯一的铁路口岸，是
两国贸易往来的“大动脉”，尽管疫情形势严
峻，仍一直保持正常通关。“现在每天查验列
车在44列左右，货运量没有受到影响。尽管
有疫情，我们也要坚守岗位，确保口岸通关顺
畅。”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
杭亚凯说。

“这几天晚上查车要穿棉衣，要不然冻得
受不了。”刘新辉刚查完一趟车，防护面罩上

已有一层白霜。进入10月下旬，二连浩特当
地气温已经达到零下10度左右，民警每天要
在寒风凛冽的室外执勤12个小时。“作为一
名党员，又是队里的老同志，我就应该冲在最
前面。”由于突发的疫情，施行定人定岗执勤
模式，勤务人员不再轮换，刘新辉已经连上
10天班了，只能每天通过电话了解家里的情
况。

副队长王笑天是总站机关下派挂职民
警，到10月底工作满1年就要回到总站。面
对突然袭来的疫情，他主动请缨参加疫情防
控党员突击队，和执勤二队的民警们一起冲
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据统计，截至10月20日，二连边检站共
检查验放出入境中欧班列2179列，同比增长
16.4%。边检民警在严防疫情输入的前提
下，确保了中欧班列顺畅通关。

“大家保持1米间隔，排好队，不要挤。”
10月21日，二连边检站民警海珠正在包联小
区协助工作人员对群众进行第三轮核酸检

测。从早晨到傍晚，中间不停歇地协助防疫
人员清点人数，帮老年群众扫码……

“我们不但是小区的‘守门员’，还是物资
采购员，有的群众上了年纪下楼不方便，我们
就帮忙把物资送上门。”民警郭鹏程刚帮张大
爷送完药，又去帮王大妈购买米面，跑上跑
下，忙得不可开交。“小区群众看我们执勤时
间长，主动送来热水，群众的肯定让我们充满
力量。疫情不退，我们就不退！”郭鹏程眼中
充满坚定。

疫情发生以来，二连边检站按照二连浩
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要求，迅速成立党
员志愿服务队，组织民警积极投身2个包联
小区，开展24小时不间歇的防控工作。协助
卫生防疫部门和社区有关工作人员开展核酸
检测、信息登记、车辆检查、维护现场秩序等
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儿子，在家按时上网课，妈妈最近都不
能回家了，要乖乖听话，妈妈爱你！”二连边检
站执勤五队民警那顺孟克的妻子潘娣穿着防

护服和儿子视频通话，挂断电话的那一刻，她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潘娣是二连浩特市公安局民警，10月
14日凌晨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进驻疫情
防控一线，开展核酸检测点现场管控工作。
那顺孟克所在的执勤五队，负责二连口岸公
路货运检查任务，施行独立作战单元执勤模
式。疫情发生时，那顺孟克还在隔离，已经
20多天没有和妻儿见面了，而现在妻子也
要执勤并进行隔离。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
夫妻二人谁也没有向组织申请留下，而是将
9岁的孩子托付给邻居照顾后，共同投入疫
情防控阻击战。

那顺孟克夫妻说：“现在我们最大的心愿
就是早日战胜疫情，让大家都恢复到正常的
生活。”

在二连边检站，这样的事迹还有很多。
这群可爱的人舍小家、顾大家，逆行而上、冲
锋在前，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移民管理警察的
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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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初心

□本报记者 李晗

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疫情防控第一
线，有一抹“法院蓝”忙碌其中，十分耀眼。
他们吃着简单的食物，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带着紧贴面颊的眼罩，积极配合当地社区
开展防控工作，每天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
夜。他们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大家并肩作战。

这一抹“法院蓝”，是由阿拉善左旗人
民法院 8 名干警自愿请缨组成的“冲锋
组”。为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
充分发扬伟大抗疫精神，坚持将堡垒筑在
最前沿，将党旗插在第一线，以战斗姿态、
必胜信念迅速投入疫情防控战役当中。他
们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检验初心使命、考
验党性观念的试金石和磨刀石，切实发挥
职能作用，倾力支持配合完成各项防控任
务，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

集中对小区内楼宇和公共活动区域等
场所进行消毒、配合社区布置检测采集点，
组织居民有序进行核酸检测，向居民运送
食材、讲解防控政策……这些纷繁复杂的
防控工作，这支“冲锋组”每天都在做，用成
员王伟的话说，现在小组里的每个人都是

“多面手”。“有时，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我
们还要上门为他们做核酸检测，真正确保
核酸检测不漏一人。”王伟说。

这支“冲锋组”里，还有一对夫妻。魏
图门是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法警队的司法
警察，妻子潘桂玲是立案庭的法官。此次
疫情突发后，夫妻二人第一时间报名并投
入社区防控第一线。几天来，他们时时刻
刻都战斗在最前沿，消毒、登记、维持秩序、
搬运物资……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
身影。“我是军人出身，更是一名党员，现在
额济纳旗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正是需要我
们发挥作用的时候。”魏图门握着妻子的
手，坚定地说道。

据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
院长高宏介绍，下一步，阿拉善左旗人民法
院将继续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在服务群众中
感悟初心使命，深化党性修养，以战“疫”成
果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为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这场战役贡献司法力量。

逆行者中
有一支“冲锋组”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疫情就是命令！面对来势汹汹的新
冠肺炎疫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关
于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
知》，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切
实遏制疫情扩散蔓延，让党旗在疫情防控
一线高高飘扬。

疫情防控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是检
验党员干部初心使命的考场。

从医院病房争分夺秒的救治，到城乡
社区（村）挨家挨户的排查，广大党员干部
用行动践行着“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的铿锵誓言。一份份请战书上，最
常见的就是：“我是党员，让我去！”

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尽其责。能否
敢于负责、勇于担当，考验着党员干部的
党性和作风。特殊时期，广大党员干部要
把投身防控疫情第一线作为检验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的试金石，充分掌握防控工作
实际情况，及时发现不足与短板，迅速采
取有效措施改进，不断提升工作的针对
性、实效性，及时解决群众所急所忧、所思
所盼。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吃劲
的时候，越需要加油鼓劲，越需要党员干
部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挑最重的
担子、啃最硬的骨头，迎难而上解决矛盾
和问题，面对逆境挫折愈战愈勇，把责任
担当体现到每一件任务、每一项职责、每
一个岗位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汇聚起
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各级党委
（党组）要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察、识别、
评价、使用干部，对表现突出的，要表扬表
彰、大胆使用；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的，
要严肃问责。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扎实工作，带领广大
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宋爽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青春因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
华。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阿拉善盟额济
纳旗公安局青年民警、辅警勇挑重担，向任
务最艰险处挺进、在群众最需要时冲锋，用
行动彰显：成长，是历练中的日渐强大，是
一场永不设限的远行。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额济纳旗疫情攻坚战打响以来，旗公

安局全警动员，迅速进入战时状态，90余
名青年民警、辅警迅速在团旗下集结，有序
开展各项工作。在达来呼布镇各执勤点，
都可以看到额济纳公安青年民警、辅警的
身影，他们的步伐坚实而坚定。

严丽是一名95后辅警，今年是她在公
安战线工作的第4个年头。10月 19日下
午，在额济纳旗蒙古族学校足球馆核酸采
样点，严丽协助医务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前来检测的群众较多，但她顾不得危险，耐
心引导现场群众有序排队、扫码，帮助群众
答疑解惑，及时安抚群众情绪。10月20日
下午，由于疫情防控工作任务的变动，她又
被抽调至公安局疫情落地核查组，按照额
济纳旗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指令要求，将
需要核查的密切接触者、次密接触者人员
名单分发至各小组，各小组核查反馈后，她
逐条逐人进行梳理、归类，保证每条信息精
准下发至运转组，最后将运转组反馈数据
统计上报指挥部。上传下达中，对相关数
据，她第一时间盯办落地、核查处置，做到
推送线索“日清日毕”“底数清、轨迹明”，把

“不放心的人和物”及时排查出来。
需要核实的数据量非常大，严丽争分

夺秒地汇总当天的工作，让疫情防控信息
以最快的速度透明化，以最快的速度上报
指挥部，常常工作到凌晨，连吃饭、睡觉也
都在办公室里。“我不是不想回家，而是不
敢回家。每天接触的人太多了，家里有父
母，就怕不小心把病毒带回去，住在单位也
方便一些。”她明白，作为一名青年辅警，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她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她光荣的使命。

在抗疫一线，像严丽这样的青年民警、
辅警还有很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逆向前行，他们用实际行动让人们看到了
坚韧、勇敢、担当和希望。

青春
在“疫”线闪光

10 月 29 日上午，工作人员正在
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阿拉坦社区闻
都新苑小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苏永生 摄

核酸检测

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公安局阿拉腾朝格派出所民警与苏木镇
工作人员坚守在戈壁路面疫情防控卡口。为鼓舞士气，党员们在抗
疫一线重温入党誓词，表达勇当先锋、战胜疫情的决心。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先锋本色

新城区党员志愿者在社区登记居民信息。疫
情发生后，呼和浩特市各地区各部门立刻行动起
来，广大党员志愿者积极投身核酸检测、运送物
资、登记信息等工作中。 见习记者 郝佳丽 摄

执勤民警对中欧班列进行车体检查。二连浩特市突发新冠肺炎疫情，驻守在
国门口岸一线的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不畏艰难，义无反顾地坚守在口岸疫
情防控一线，全力确保口岸通关安全畅通。 郭鹏杰 摄

坚守
确保口岸安全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