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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去吧，转业前参加过不少紧急任
务，我有经验。”

“时刻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家里都安顿好了，不要因为我是女同

志就特殊照顾。”
8月6日，省纪委监委机关向机关广大

党员干部发起志愿者报名工作。面对当时
三亚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没有人能说得准
要在那里待多久，可即便如此，有大量党员
干部依然积极报名参加志愿服务。

省纪委监委宣传部一级主任科员戴素
毓就是第一批前往三亚的“逆行者”之一。
据了解，戴素毓和爱人都在第一时间前往抗
疫一线，家中只剩下老人和五岁女儿。他们
舍小家、为大家，在肆虐的病毒面前无所畏
惧，勇敢地冲在志愿服务一线，不问归期，默
默奉献。

紧密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形势和工作任
务等实际情况，省纪委监委志愿服务队坚持
以党建引领疫情防控工作，积极探索疫情防
控中发挥临时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的途径与方法，凝心聚力、攻坚克
难，以敢于担当、善作善成的实际行动，以攻
坚拔寨、“扑灭、捞干、守住”的实际成效，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星星之火
汇聚成众志成城、齐心抗疫的磅礴之势。

8月31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
都市报推出抗疫MV《为爱而来》，以动人的
歌声配合动人的一线抗疫画面，诠释了所有
抗疫工作者的担当、坚守与大爱，展现了海南
战疫必胜的决心。《为爱而来》的词曲作者赵
廉是来自省纪委监委的一名志愿者，在本轮
疫情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三亚疫情一线。

赵廉所在的志愿者小队执行对高风险
社区封控巡查任务，在各个封控点24小时
不间断轮流值守。

赵廉说，写这首歌的时候，眼前浮现的
是志愿者们穿着防护服，在高温酷暑下早已
汗流浃背，摘掉口罩之后，满脸褶子和压痕
的样子；是志愿者们穿着隔离服，扛着煤气
罐爬上没有电梯的居民楼的坚定；是在黎明
前的巷子里，一个个“孤勇者”在黑暗中巡查
的身影。面对病毒，他们无所畏惧；面对群
众，他们爱心满怀。正是这一幕幕感人的场
景和身临其境的现场体验，才促使赵廉谱写
出了这首献给海南抗疫中无数“逆行”英雄
的歌曲。

“启杰，根据市疫情防控战时指
挥部下达的命令，要马上转运42名
密接人员，这项任务天亮前必须完
成。你赶紧组织感城、感北、感南
三个社区的干部上门入户通知。”8
月15日凌晨2点，东方市感城镇纪
委书记陈启杰接到紧急任务，要马
上转运感城、感南、感北3个社区
共42名密接者到集中隔离点进行
隔离。

当时，东方市感城镇被列为
高风险区，其中感城、感北、感南
三个社区是此次疫情发生以来的
重灾区。阳性感染者和密接者转
运工作是影响新冠疫情高质量社
会面清零攻坚行动成效的关键环
节，必须从快从紧做好转运工作，
做到应转尽转、应隔尽隔、以快制
快阻断病毒传播，有效防止疫情
扩散蔓延。

疫情就是命令。陈启杰立即与
感城、感南、感北三个社区党支部书
记取得联系，组织社区干部按市疫
情防控战时指挥部提供的名单，挨
家挨户动员、说服群众乘坐隔离转
运车到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并与
指挥部隔离转运组联系调度好2辆
隔离转运车负责村民的隔离转运。

“我家的小孩才6个月，他是早
产儿，他喝的奶粉必须是专门的配
方奶粉，奶粉只剩一罐了，去了隔离

点我去哪里买奶粉？到时候小孩喝
什么？”感北村村民杨某着急地问。

“你不用担心，奶粉我们来帮你
找，你把奶粉的牌子告诉我们，会帮
你们买好的，你只管放心去隔离，有
什么困难和我们说，我们会帮你解
决。”陈启杰耐心地劝说。

为解决被隔离村民的后顾之
忧，陈启杰立即组织社区干部们
一一询问、登记村民的合理诉求，
安排人员多方协调购买村民急需
的生活用品、药品等，全力做好服
务保障工作。上午 8时，42名村
民全部顺利登车被转运至集中隔
离点，村民们的诉求也一一得到
了解决。

像这样的场景已非第一次。自
8月13日感城镇被列入高风险区
以来，陈启杰临危受命，负责协调组
织各村（社区）力量做好密接者的隔
离转运工作。截至9月1日，已完
成感城镇23次974名密接者、次密
接者的隔离转运工作，没有出现一
例遗漏，没发生一起问题。

“这项工作虽然风险很大，但疫
情防控刻不容缓，我们必须严格落
实好各项防控措施。闻令而行、有
令必达，我是纪检监察干部，我不上
谁上？上了就会尽全力做好。”陈启
杰坚定地说道。

（本报策划撰稿/林夕俞）

23次隔离转运的背后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8月23
日上午11时30分，三亚市艳阳高
照，刚刚配合医务人员完成130余
人上门核酸采样的孙铠滢脱下防护
服，衣服已被汗水浸湿。完成消毒
程序后，忙碌了5个多小时的她终
于可以喝点水、稍微喘口气。

今年2月，孙铠滢刚刚考入三
亚市纪检监察保障中心，经过5个
多月的“磨合期”，她的工作、学习、
生活逐步步入正轨，但突如其来的
疫情打乱了一切。8月6日，三亚实
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三亚市纪
委监委迅速成立志愿服务工作组，
作为纪检监察队伍“新兵”的孙铠滢
积极响应号召，服从工作安排，前往
机场路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工作。

“在机场路社区，我们的主要工
作是值守社区内各卡点，确保除参
与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和有紧急就医
需求等特殊人员以外，所有人员不
进不出。我们对进出社区卡点的物
资进行消毒，为群众解答疑惑。”孙
铠滢说。

疫情发生以来，很多一线防疫
人员都因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牺牲
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孙铠滢也是

如此，在水库工作的父亲因为需要
保障水库正常运行、防台风等工作
一直驻守在单位，在医院工作的母
亲被外派到隔离酒店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孙铠滢则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三个点
位。”孙铠滢开着玩笑说。

在社区开展就地志愿服务的第
一天，孙铠滢协助核酸采样的区域
正好包括了母亲派驻值守的酒店。

“我当时特别高兴，想着这下可以利
用工作间隙和妈妈见上一面了，但
最后还是因为工作时间安排不一
致，错过了。”谈及错失了难得的见
面机会，孙铠滢流露出一丝遗憾。

工作虽然充满了汗水和疲惫，
但在孙铠滢看来，还是有很多“治
愈”的瞬间。她记得在上门核酸采
样过程中，很多居民会在做完信息
采集和采样后，真心地和她们道一
句“辛苦了”，还会积极动员本楼栋
的其他居民配合志愿者的工作，让
孙铠滢备受感动。

孙铠滢说：“只要大家心往一
块想，劲往一处使，相信我们一定
可以战胜病毒，早日见到我们想念
的人。”

“太感谢了，多亏了你们的帮
助，让我能及时做上透析。”近日，住
在海口市龙华区现代花园小区80
岁的庞奶奶拉着金宇街道纪工委委
员冯义的手连声道谢。

事情还得从一封求助信说
起。8月 17日，海口市主城区继
续实施临时性静态管理。一大
早，海口市龙华区纪委监委疫情
防控督查组成员小郭在朋友圈看
到一封求助信，住在现代花园的
罗女士在肾友透析群里发出求
助，她80岁的母亲当天中午12时
要去海口市中医院接受透析治
疗，因静态管理没有车往返医院，
请求帮忙。看到求助信后，小郭
向督查组进行了反馈。

在临时性静态管理下，辖区内
很多病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外出就医
成了问题，如果不妥善安排就可能
会耽误病情。督查组立即与罗女士
取得了联系，详细询问具体情况，才
得知罗女士母亲——庞奶奶身患尿
毒症且是高龄，腿脚不便、坐着轮
椅，如果不能及时做上透析，将会出
现危及生命的情况。家中只有罗女
士母女两个人，实在没办法这才向
病友群求助。

“您别着急，我们会帮您想办
法，请您手机保持畅通。”督查组人
员安慰着罗女士。随后，督查组与
街道、社区取得联系并详细告知辖
区内有病人急需车辆就医，冯义主
动接受任务并与行政执法中队联
系，询问中午是否有闲置公务车
辆，随后他与罗女士对接了解具体
的接送时间和地址，在当天中午
12时准时接到庞奶奶。因为庞奶
奶腿脚不便，上下车需要多人搀
扶，冯义和2名同事一起护送她们
前往医院接受透析治疗。4个小
时后，庞奶奶结束了治疗，冯义和
同事们又如约来到了医院门口，将
罗女士和庞奶奶平安送回了家。

这次就医在冯义等人的帮助
下，得以顺利完成，但是罗女士仍然
非常担忧：“透析病人一周要进行2
到3次治疗，近期疫情反复，一旦静
态管理，将如何是好？”

“您记着我的电话号码，近期
如有需要接送去医院，请随时联
系我。”冯义的话立刻打消了罗女
士的顾虑。

疫情之下，人民群众生命至上，
一旦需要帮助，像冯义一般的志愿
者们义无反顾。

疫情下的一封求助信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三个点位

源源不断的来电铃声，忙忙
碌碌的接线身影，耐心细致的解
释回答……8 月 7 日，省纪委监
委首批“蓝马甲”志愿者中有 8
人加入了三亚荔枝沟社区服务
团队，由 4位女同志组成的接线
员负责接听群众热线，全天候24
小时提供电话在线咨询服务，日
均接听群众来电上百余次。在
协调解决群众就医、物资采购等
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和完成涉疫
人员报备登记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全力筑牢荔枝沟社区疫情
防控“防火墙”。

“同志们，上级把执行高风险
小区的封控巡查任务交给我们，
这是对我们纪检监察干部的信
任，也是考验。任务就是‘考卷’，
我们就是‘答卷人’，我们一定要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以‘不破楼
兰终不还’的果敢精神全力保障
攻坚拔寨任务高效完成。”8月18
日凌晨，省纪委监委机关支援三
亚抗击疫情第四批青年志愿服务
队11名队员毅然登上大巴奉命出
征。省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
任、委机关第四批志愿服务队队
长吴向东对即将出发的队员做简
短“战前动员”。

危急时刻，紧急任务，身为党
员更要冲在一线。一个党员就是
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
垒。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逆行向前、迎难而上，让党
旗“飘扬”在抗疫一线。

迅速响应“让党旗在防控疫情
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的号召，海
口市琼山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分
别组建疫情防控专项监督、“清
风”志愿服务临时党支部。在临
时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全体党
员面对党旗高举右手，握紧拳头，
庄严宣誓，在抗“疫”一线切实发
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8月23日下午，应三亚市亚龙
湾综合服务中心的紧急请求，省纪
委监委支援三亚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迅速派出一支由12人组成的小
分队，进驻亚龙湾某酒店隔离点，
协助当地工作人员开展工作。

由于人员力量十分有限，酒店
当时只有负责隔离点工作的“点
长”1名，医疗组、安保组、消杀组、
保洁组等人员均未到位。为尽快
让隔离点运转起来，志愿者服务队
主动担起责任，帮忙申领、搬运防
疫物资，协助“点长”沟通协调各项
工作，联系酒店工作人员迅速整改
设施布局，推动完善各项工作，让
酒店在第二天达到验收标准。

眼下，不少在三亚服务的志愿
者已陆续进入隔离点，根据统一安
排分批次返回海口。回忆起这异
常繁忙的一个多月，大家内心感慨
万千。大家纷纷表示，这一个多月
的忙碌终会成为一份难得的回忆，
疫情防控是对海南的一次考验，也
是对每个人的一场历练。回到工
作岗位后，大家要继续发挥不畏艰
险不畏困难的精神，不忘初心使
命，扛起纪检监察干部的责任担
当，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作出贡献。

在三亚，来自省纪委监委机
关的党员干部们组成一支“廉心”
小队，以“逆行者”的姿态汇聚成
一股“清廉海南”力量，用实际行
动践行“保卫三亚、守护海南”的
诺言。

晨光熹微中，“廉心”小队的队
员们已经在忙碌地开展岗前准备
了。“廉心”小队所在的社区人员高
度密集，约2.2万人口的社区让疫
情防控工作压力加大，核酸采集点
信息录入员人手严重不足。“廉心”
小队的志愿者们得知此情况后立
即承担起信息录入员的工作，分别
在2个社区核酸采集点位上紧锣密
鼓地开展信息录入工作，每名志愿
者每天需要录入约300人次的核
酸信息。

8月的三亚如同逐渐升温的
火炉，身着“大白”防护服的志愿
者们默默忍受着高温和闷热的双
重“炙烤”，防护服里的衣服早已
湿透，但是看着排队等待做核酸
的群众队伍，“多一个、快一点，就
能收集更多信息，掌握更全面的
疫情情况！”面对烈日大家没有懈
怠和退却，而是加快了信息录入
的节奏，确保核酸检测应检尽检、
不漏一人。

8月9日上午，因改为单人单
管进行核酸检测，原本从早上7时
到中午12时的采样时间，延续到
了下午1时30分。几名在港门村
社区临春河路十二巷的志愿者刚
做完信息录入工作，脱掉防护服准
备把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拧干，突然
听到路边有人大喊“你们快过来！
你们的队员晕倒了！”，志愿者三步
并作两步上前扶住已经站立不稳
的同伴。该名成员上午身着厚重
的防护服在七巷连续进行了3个
多小时信息录入，工作结束后，在
脱卸防护服时由于中暑，体力不
支晕倒了。大家把晕倒的同伴送
回“廉心”小队驻地后，有的队员
为她进行酒精散热，有的队员送
来藿香正气水和矿泉水，有的队
员为她打好盒饭和绿豆汤送上门，
直到确认她完全清醒后，大家才陆
续离开。

在澄迈，县纪委监委把投身疫
情防控第一线作为践行初心使
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
刀石，迅速组建了43人的志愿服
务队，下沉一线投身疫情防控工
作，发挥纪检监察干部的先锋模
范作用。该县纪委监委志愿者们
还分别到各个核酸采样点，积极
引导群众遵守防疫要求，入户动
员大家积极主动配合参加核酸检
测，耐心为群众答疑解惑，协助维
护现场秩序。

在五指山，60余名纪检监察干
部化身志愿者支援疫情防控攻坚
战，他们有的穿梭在大街小巷通知
居民按时做核酸，有的奔赴在核酸
采样点开展信息采集、秩序维护等
工作，有的奔波在乡镇之间转运采
样标本。

宣传防疫政策、劝诫商户关门
歇业，在高风险区域卡点值守至凌
晨，督促群众居家隔离，阻断新冠
病毒社会面的传播链条……哪里
需要支援，哪里就有纪检监察系统
志愿者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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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本轮疫情发生后，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全

省纪检监察机关闻令而动，在做好疫
情期间作风监督保障工作的同时，积极
派出党员干部，奔赴抗疫一线开展志愿服务
工作。省纪委监委机关积极响应省委号召，
72名青年干部冲锋在前，分6批奔赴三亚。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来自纪检监察系
统的志愿者们不畏困难、不辞辛劳，全力
投入到各地疫情防控工作，为打赢疫
情防控攻坚战贡献力量，在抗疫一

线彰显纪检监察干部的责任
担当。

省纪委监委志愿者在三亚开展抗疫服务。

省纪委监委志愿者合影。 本版图片均由省纪委监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