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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安

□本报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郭建立武文馨 文/图

新安疫情发生后，洛阳市、新安县迅速启动

疫情应对机制，一场抗疫阻击战、歼灭战立即打

响。新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明办迅速号

召组织万余名志愿者投入战斗，承担起“守门员、

宣传员、服务员、监督员、劝导员”职责，把“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辐射到全县各

个角落，用“志愿红”筑起了疫情防控暖心防线。

依托三级联动设置防范卡点

社区是联防联控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能否把社区防住、村居守

牢，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事关疫情防控大

局。新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根据疫情防控

形势，及时采取措施，实行县、镇、村三级联动，

在小区门口、镇区街头及村道路口设置卡点，全

部都由志愿者值守，扎牢疫情防控第一道篱笆，

当好居民的贴心人、守关人。

位于畛河大道的惠安小区是县城区最大的

居民小区，有居民住户800余户，3000余人，有

小车1200余辆，管理难度大。1月5日深夜，寒

风刺骨，天上飘着雪花，在惠安小区门口卡点值

守的县发改委志愿者依然坚守在卡点，对符合

要求进出的人员进行测量体温、信息登记。望

着他们，一位居民感动地流下了热泪，激动地

说：“这么冷的天，这样的贴心守护，即便是最亲

的家人也不过如此！”

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新安县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志愿服务网络，在全县小

区、村组设置卡点450余个，为全县人民拉起了

一道道爱我新安、守护健康的红色警戒线。

强化宣传引导凝聚防控共识

新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主任张莉莉介绍说：“疫情防控，离不开强

有力的宣传，只有采取让志愿者动起来、小喇

叭响起来、显示屏亮起来、疫情公告贴起来的

防控模式，扩大群众对疫情防控知识的知晓

度，才能让每一名群众都成为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一员。”

2021年12月31日，新安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自发出疫情防控倡议书，全县城乡志愿

者通过小喇叭播放、微信群发消息、发放宣传

页、摆放宣传版面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并进行逐户逐人排查，确保防疫宣传全方

位、人员排查全覆盖、信息传递无遗漏，营造出

了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

据不完全统计，该县志愿者通过线上发送各

类防疫知识培训10余期，发布联防联控信息

1200条，出动宣传车43辆（次），启用小区宣传小

喇叭202个，张贴公告2000余份，发放宣传页3

万余份。

同时，全县各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充

分发挥乡风文明劝导作用，引导移风易俗深入

人心，积极宣传倡导婚事缓办、丧事简办的文明

风尚，群众纷纷响应配合。

浓浓爱心汇聚 彰显大爱情怀

新安的疫情也牵动着全市人民的心。1月

4日中午，共青团洛阳市委、洛阳青联捐赠物资

1500余件，新安县委宣传部、新安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积极协调车辆，组织志愿者于当晚

分发到100多个卡点的志愿者手中。

1月5日下午，洛阳市委宣传部、洛阳市文

明办组织18家文明单位为新安捐赠价值30万

元的防疫物资，新安及时组织志愿者转运、装卸

物资，并连夜送到各值守卡点、医院、学校等。

在抗疫的关键时刻，新安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平台积极发挥力量凝聚作用，带动越来越多

的社会爱心人士支持防疫工作。截至目前，累

计收到捐款500余万元、口罩2.2万余只、中药

剂1万多袋、爱心餐5661份、防护服800套，以

及大量蔬菜和方便食品，还有50余家餐饮店免

费为参战人员提供爱心套餐。

省“墩苗”干部、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

平说：“越是危难时刻，越显责任担当；越到艰难

险阻，越显人间大爱。一件件物资是捐赠人的

一份份担当与浓浓爱心，更彰显了广大爱心人

士无私奉献、为民解难的大爱情怀！”

打通“幸福路”搭建“暖心桥”

1月4日晚，新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

愿者孙斌接到学生家长求助，说家在义马，因为

疫情孩子几天都回不去了，又下了大雪，孩子在

学校没有御寒衣物和换洗的衣服。

当天晚上，新安县志愿服务联合会、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新安老兵志愿者协会和义马市

志愿者协会、渑池县志愿者协会忙了整整一夜，

5日凌晨完成20余名学生衣服交接工作，下午

顺利转交到学校，并送到学生手中。

据了解，由于骤然降温，在新安上学寄宿的

外地学生普遍缺少御寒衣物，为解决他们的实

际困难，新安县在主要出入口的洛新、洪阳设置

防疫卡点，帮助家长运送物资2000余件。为了

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新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又和义马的志愿者联手，开通线上服务，招

录20多名心理咨询师，进行学生心理辅导，让

疫情防控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就是

宣传教育、引导群众的战斗堡垒；一个个身穿红

马甲的志愿者，就是无私奉献、担当尽责的最美

战士；一次次捐款捐物，就是传递爱心、温暖你

我的生动写照，美丽的“志愿红”给寒冷的冬日

带来了无限的温暖，也汇聚起了新安全面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磅礴力量。

新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政府副县长赵

宏峰说：“抗击疫情是一场战役，也是对文明创建成

果的一次检验，新安的众多志愿者带着自己的善心

与爱心，冲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线，他

们不仅是我们身边的‘最美逆行者’、最亮丽的风

景线，也展示了一个城市文明的温度和高度！”

本报讯 为全力支持疫情防控

工作，1月3日，新安县农村商业银

行党委发出捐款号召，广大干部职

工积极响应，慷慨解囊，汇聚爱心，

众志成城，凝聚起了抗“疫”金融力

量。

捐款过程中，新安农商银行积

极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党委领导班子走在

前、作表率，带头先捐款、多捐款。

全行上下踊跃参与，305名员工通

过电子银行渠道奉献爱心，不到1

天时间，筹集善款82520元，用实

际行动彰显了地方金融机构的社

会责任担当。目前，该笔资金已划

转新安县红十字会账户，并将全部

用于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新安农商银行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各项部署

要求，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成立

党员志愿服务队，下沉基层一线，

冒严寒、顶风雪，承担起量体温、查

验健康码等疫情防控工作。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把助力疫情防控和

金融服务保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确保金融服务渠道畅通，用责

任和担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

献金融力量。（魏晴赵贯斌）

□本报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张晓晨吴会菊姚嘉慧韩晓辉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洛阳市各级党组

织、广大党员和青年志愿者积极响应号召，主动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出现了很多“夫妻岗”“父子

岗”“兄弟岗”“母女岗”“婆媳岗”，他们舍小家、

为大家，汇聚起了同心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用

奉献与坚守织密了疫情防控安全网。

汝阳县：“夫妻岗”

在汝阳县疫情防控一线，两抹颜色格外亮

眼：一个是温暖善良的天使白，一个是勇敢沉稳

的藏青蓝。当医生“白”遇上警察“蓝”，他们的

奉献和坚守令人动容。

刘志永是汝阳县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更

是疫情防控一线“突击队员”；妻子柴艳妍在该

县人民医院供应室工作，负责可重复使用的医

疗器械灭菌工作。

连日来，刘志永带队到疫情防控卡点执行

警情处置、疫情防控、车辆引导等任务，柴艳妍

加班加点忙于配送各种无菌物品，随时接受复

用器械，进行清洗消毒灭菌工作，他们以特有的

方式投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一个家庭、两种职业，一种身份、携手同

行。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战友，他们恪尽职

守，并肩战斗，守护着万家团圆，一方平安。

洛龙区：“姐妹岗”

“疫情防控很重要，仙女也要戴口罩！”“勤

洗小手多喝水，你是听话小宝贝！”……

连日来，“精彩洛龙”抖音、视频号上，一则

诙谐幽默的防疫短语视频频频获得市民点赞，

也让视频的作者、洛龙区开元路街道大学生志

愿者吕静怡和喻祉祺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河南中医药大学大一学生吕静怡去年高考

结束后，第一次参加了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活动。今年1月1日，社区招募志愿者，她成为

第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她每天接听问询电话、

核查流调信息、接待群众来访达200余人次，每

天汇总各类基础表格，并核实信息准确性。

志愿者喻祉祺曾留学英国，硕士研究生

毕业的她目前是入党积极分子，“没有什么原

因，就是一心想入党！”在递交“思想汇报”过

程中，喻祉祺响应号召成为社区大学生志愿

者。冬日严寒，每日七八个小时的坚守对身

体和心理都是挑战，性格开朗的喻祉祺却表

现得格外积极。

紧张的工作之余，喻祉祺、吕静怡和几位

大学生志愿者尝试着录制防控宣传短视频。

由于短视频节奏明快、朗朗上口，一时间在社

区广为传播，在宣传防疫知识、政策的同时，也

舒缓了紧张气氛。

洛龙区：“婆媳岗”

“妈，该上岗了，准备走了哈。”“好，咱们这

就走！”

这几天，洛龙区安乐镇安东社区龙宇小

区，60岁的范桂华和儿媳杜珊每天天不亮

就一起出门，到小区防控卡点执勤，天黑了

才换班，将防控工作当成自家的事，受到居

民好评。

范桂华是龙宇小区的楼院长，经常帮助调

解邻里纠纷，解决居民遇到的困难，是大家信

得过的好大姐。前几天，得知社区招募疫情防

控志愿者，她第一时间报名，主动承担起社区

大门口的防控排查工作。

婆婆积极，“80后”的儿媳妇杜珊也不甘

落后“报名入列”。婆媳俩配合默契，既给小区

人员测体温，查验健康码、行程码，还协助社区

工作人员入户宣传、发放宣传材料等，每天忙

并快乐着。

“没想那么多，只希望为抗击疫情尽自己

的一点绵薄之力！”面对大家的夸赞，她们一笑

了之。

洛龙区：“父子岗”

宗玉玺是洛龙区兽医站小区的一名大学

生，他从“精彩洛龙”公众号得知社区正在招募

防疫志愿者后，主动报名加入志愿者行列。他

的父亲宗明伟是党员，从社区总支党员群收到

“号召”后，也主动报名参加到小区的防控工作

中。宗玉玺的母亲说：“真不愧是爷儿俩，你们站

好岗，我给你们做好后勤保障！”父子以不同方式

报名、携手同岗工作在小区传为美谈。

洛龙区：“兄弟岗”

洛龙区安乐镇中岗社区的李永乐、李浩兄弟

俩，已是第四次主动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他们每

天晚上下班，不是先到家，而是主动到疫情防控

卡点替换其他同志吃饭休息。据了解，在历次防

疫工作中，他们不仅主动参加疫情防控志愿者服

务，而且累计捐款捐物近万元。

伊滨区：“同学岗”

“请出示健康码、行程码，配合测量体温！”1

月6日，伊滨区庞村镇草店社区疫情防控卡点，

“00后”孙俊龙正在社区卡点值班。

19岁的孙俊龙是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的学生，和他一起的杨楠、孙晟祺都是寒假主

动报名加入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的。经过

严格审查、培训程序后，他们迅速上岗，在草店

社区卡口值班，协助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测温、

登记，查验健康码、行程码等工作，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青年学子的责任与担当，释放着青年一

代的正能量。

伊滨区：“党员岗”

伊滨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出击，广大党员干部

和志愿者日夜奋战、冲锋在前，把党旗牢牢插在

基层疫情防控第一线。

专人逐户逐人摸底，精确掌握信息，细化完

善数据台账并动态更新；各社区按照不同情况实

施集中观察、居家观察、健康监测及核酸采样等

工作，同时，对各社区和沿街商铺等重点场所开

展全面检查，严格落实“测温、亮码、戴口罩”、人

员登记、日常消毒等制度，全力守好“小门”，广大

党员干部用行动诠释了“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

急关头豁得出来”的党员本色！

□本报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葛高远

她是党员，是母亲、是妻子、是

女儿，但在疫情面前，她只有一个身

份——医务工作者。面对来势凶猛

的疫情，她有令必行，使命必达，坚

守岗位，勇敢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用实际行动守护着群众平安健

康，诠释了白衣天使的初心使命。

她就是三度战“疫”的护士何恩晓。

2021年12月31日，新安县突

发疫情，情况紧急。

伊川县中医院护士何恩晓等

33名医护人员收拾行囊，连夜奔赴

新安，投身到抗击疫情一线行动

中。何恩晓的名字伊川人并不陌

生，她是“‘最美伊川人’群体”之

一，2020年参与了武汉抗疫。

2020年4月，伊川县6名医护

人员圆满完成支援武汉任务后，

立即投身工作岗位。这次再披

“战袍”，参与新安县三轮次全员

核酸检测，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天。

1月5日，洛阳普降大雪。他们

服务的对象是铁门镇，丘陵地区，出

行不便，给检测增添不少困难。何恩

晓说：“在武汉时对病毒不了解，工作

强度与心理压力都比较大，这比起援

鄂根本就不叫困难。”他们坐着当地

老乡的三轮车上门给群众测核酸。

检测结果公布后，全部为阴性。

正当他们感到可以松口气的

时候，郑州疫情突来，洛阳要从支

援新安的2500余名医护人员中再

次抽调800人支援。何恩晓主动

报名：“孩子大了，家里不用操心，

让我去！”

1月6日，何恩晓一行25人疾驰

郑州。在上街区，他们迅速熟悉场

地，投入战斗。1月9日，郑州第五轮

核酸检测，他们又连夜赶赴二七区。

记者电话连线何恩晓，她说，

“2003年非典、2020年援鄂，这些

宝贵的经历，是对人生的一次洗

礼，对我影响很大，让我不惧怕任

何苦难！”

与出征武汉相比，亲人们的担

心也少了几分。在基层忙于疫情

防控的何恩晓的丈夫王占武说：

“咱洛阳出现了疫情，医护人员更

要担当，我支持她，不会拖后腿！”

他们的儿女也是学医的，暑假就参

与过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这次又主

动报名参与志愿服务。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检测工作

顺利，医护人员通常会在凌晨五点

左右吃早饭，下午两三点结束当天

任务互测核酸、消毒后才能吃上第

二顿饭。

何恩晓说：“忙起来不知道冷

也不知道饿，给老年人和小孩做核

酸检测需要耐心，起身、蹲下每天

反复数百次，一天下来手脚麻木、

腰酸背疼。但是能为抗疫做出一

点点贡献，此生无憾！”

□本报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杨慧丽

洛龙区学府街道大学生志愿

者刘雨萌是一名大四在校生，他有

过志愿者服务经验。寒假回洛，他

在父母的支持下主动报名，成为社

区疫情防控志愿者，进行信息统

计、线上改码等服务。

“身为一名预备党员，我深知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这个身份赋

予我的责任！”刘雨萌表示。

刘雨萌认真做好服务工作，一

线岗位上的所见所闻让他深受震

动。工作之余，他结合所看所想写

下了一份“疫”线思想汇报。

“我是预备党员，身份可以预

备，但行动不能预备，要始终以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疫

情，要冲锋在前，在实践中检验自

己，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无数人

为了群众幸福生活奔走在抗疫岗

位上，我要向他们学习！”

“疫”线思想汇报字字有力，讲

述着刘雨萌的“抗疫心路”，更是一

名青年预备党员的初心。

“雨萌这样的年轻人是当代

优秀青年党员的代表！”学府街

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人才思

敏捷、充满活力，更重要的是他

们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信仰，青年

助力，社区一定能取得抗疫的胜

利。

□本报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王世光 赵明辰

新安县的疫情牵动着嵩县人

们的心，联手抗疫，共克时艰，白衣

逆行、蓝衣“亮剑”、红衣“披

甲”……负重前行路上发生了许多

动人故事。

年轻的“战士”

“妈妈，你现在就是我心目中

的英雄！你放心，我肯定照顾好爷

爷、奶奶和弟弟。”11岁的魏烁看着

手机屏幕里的妈妈，瞬间红了眼

眶。

屏幕那头的“白衣战士”名叫

吕冰花，是嵩县何村乡卫生院护

士。丈夫常年在外打工，33岁的她

不仅要照看两个孩子，还要照顾公

公婆婆。

新安出现疫情后，吕冰花接到

了增援通知。疫情就是命令，她顾

不上感冒的小儿子，匆忙备好药

后，毅然奔赴一线。在新安，她走

村入户采样，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

上吃，所幸两个孩子懂事，不仅主

动学习、生活自理，晚上还打视频

电话为她鼓劲加油。

“妈妈，家里有我在你不用担

心，长大后我也要做像你一样的

人！”懂事的孩子让吕冰花多了一

份骄傲。

香甜的“汤剂”

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嵩县中

医院中药房已灯火通明，30余名医

务人员正加紧熬制防疫汤剂。

为发挥中药的独特优势和积

极作用，嵩县中医院准备了大量

防疫中药支援新安，该处方由薏

苡仁、黄芪、甘草、金银花等组成，

是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副院

长、河南省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

救治专家组组长李素云提供的，

适用于正常人群预防，还有清热

解毒、抗菌抗炎、健脾渗湿等作

用。为第一时间送达抗疫前线，

工作人员连夜熬制。

截至目前，嵩县接受分流隔离

人员124人，为新安疫情防控一线

送去中药汤剂6000余袋，分四批

向新安输送医护人员400余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面对突

如其来的疫情，嵩县与新安一道，

心手相牵、守望相助、风雨向前，谱

写了团结就是力量、爱心融化冰雪

的动人篇章。

刘雨萌 在“疫”线淬炼入党初心

何恩晓 三度战“疫”显担当

本报讯 新安疫情牵动着全

洛阳市人的心，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发挥市级文明单位示范

引领作用，体现社会责任与担当，

更好地做好金融服务，洛阳农商

银行积极响应市文明办号召，开

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和捐赠活

动。

1月5日，洛阳农商银行组织

人员前往连霍高速路口，向设在那

里的捐赠物资接收点送去医用口

罩3万只、一次性医用手套600双、

防护服150套、消毒液20桶、酒精

5箱等价值1.1万余元的抗疫物资。

1个小时后，这些“爱心”就送

到了新安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和群

众手中。

作为洛阳农村的重要金融力

量，洛阳农商银行积极践行责任，

牢记使命担当，2020年以来先后

为疫情防控捐款捐物合计53万余

元，用博爱善举践行社会责任，用

涓涓细流彰显农商大爱。

洛阳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时刻关注着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落实各级决策部署，不断强化

疫情防控金融支持，同时将持续关

注疫情动向，继续为疫情防控工作

贡献更多力量。

（魏晴李方方）

防控疫情防控疫情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战“疫”一线闪耀“志愿红”

洛
阳“亲情”抗疫暖民心

“嵩县爱你，新安有我”

嵩县与新安联手抗疫

洛阳农商银行心系新安 奉献爱心

新安农商银行爱心捐款 情暖新安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新安志愿一片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