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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战“疫”“红色防线”：
“我在家里可待不住”
“各位党员同志，现需要招募大量志愿者，
请各位踊跃报名，支援防疫工作……”疫情发生
伊始，即墨区段泊岚镇五沽河村赵戈庄网格党
支部在党员微信群里发布消息。随即，12名党员
在群内踊跃“接龙”报名。直到当天晚上8时许，
还有在外党员在群里询问：“哪里还需要志愿服
务？我报名参加。”
9月5日，段泊岚镇赵戈庄网格被划分为中
风险区，段泊岚镇督查室马志忠第一时间响应
号召，加入机关青年党员志愿队伍，和同事们一
同投身战“疫”一线工作。
连日来，他既是段泊岚镇全员核酸检测系
统的技术保障员，也是样本转运协调人员，同时
也是镇督查室负责人，兼顾调度指挥一线督查
并收集汇总督查信息，从白天到黑夜，步履不
停，只为筑牢镇疫情防控“防火墙”。
“大家注意，系统里检测机构填写‘即墨区
外送’”，9月10日中秋节夜里21点37分，即墨区
灵山街道柳沟村核酸检测小组微信群里这样
一条平常的消息，却让大家都从心里感到敬佩，
因为发消息的正是前两天身体不适被紧急送
往医院的党员刘世凯。
“我没事了，我得回单位去”，刚在医院休息
了两天的刘世凯，却在身体好转后，执意要出
院，并不顾家人的劝说，立刻回到抗击疫情的工
作岗位上。村里的人看到他回来了，都十分关心
他的身体，他却轻松地说道：“我的身体没问题，
再说了，你们都忙得不可开交，我在家里可待不
住。”
疫情面前，像马志忠、刘世凯一样主动请

缨，下沉一线的党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来自辖
区机关、站所、企业、村庄等各个单位，关键时
刻，共产党员们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彰显着关
键时刻党员志愿服务队的有力担当。
“工作人员辛苦了。”近日，中风险区段泊岚
镇赵戈庄网格村民张女士在村庄群内接连发
送了几张照片。照片中，封控区临时党支部的党
员们化身“大白”，他们有的在路口执勤，有的在
给村民运送生活用品，还有的在收拾转运村民
的生活垃圾，不一样的身影，一样的守护，看了
让人动容。

“金家三口”战疫记：
一家三口，坚守各自“阵地”
金钢是一位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即墨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市场监管所工作。自
疫情发生以来，监管所里的工作始终冲在最前
面，有了任务，金刚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你嫂
子在防疫一线，你侄女也在一线，我更得在一
线，一家人得共同抗疫，将来在家还有话语权。”
他笑着对身边同事说。
疫情期间需要对辖区药店全覆盖检查，他
和同事一起奔波，宣传法律法规、规范经营、消
除隐患，确保辖区群众购药安全；同时，针对辖
区商超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加强巡查力度，为防
止出现商家趁机哄抬物价，他明察暗访，既保障
物价稳定，又保障民生需求。因疫情突发，部分
业主准备不当导致消费纠纷频发，通过他细心
调查、耐心调解、真心处置，并及时反馈，得到消
费者和上级部门的认可。
“虽然今年过中秋节不能跟家人一起吃月
饼，但可以一起看月亮，我没有什么事挂念的，
所里有什么任务都交给我”。这是金钢在同事们
面前说过的话，他也是这么去做的，舍小家，为
大家的忘我精神，在他身上体会得更深。其实，
金钢心里还是有牵挂，夜里空闲的时候，他会跟
妻子、女儿分别问候一下，特别是女儿，更是他
的牵挂。
今年中秋节第一次一家三口分开三个地

方过，刚参加工作的女儿也一直在一线战“疫”，
非常劳累，他担心女儿受不了，然而女儿反而嘱
咐他，要他注意身体。女儿的懂事让他很欣慰。
当接到局党组通知要求组建一支突击队

进入高风险区时，金钢第一个报名参加。
她的爱人是街道卫生院医生，即墨突发疫
情，她是第一批医护人员入驻疫情防控酒店；家
里的独生女儿是医院一名护士，9月12日凌晨
也接到通知，作为医护人员被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紧急派驻隔离点，由于时间紧急，只是匆匆给
金钢打个电话，金钢还没有交代疫情防控注意
事项，女儿就挂了电话直接奔赴疫情“战场”。
自9月5日起，“金家三口”各自岗位上坚守
阵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百万即墨人一起铸
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防疫“守门员”：
“小网格”构筑疫情防控“大屏障”
在即墨区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村里的“百

事通”，也是村里的“活地图”，还是群众身边的
“暖心人”，更是靠得住的防疫“先锋队”。疫情当
前，他们主动化身防疫“多面手”，成为疫情防控
一线的“守门员、排查员、信息员、协调员、宣传
员、服务员”，用“小网格”构筑起疫情防控“大屏
障”。他们，就是一群“平凡”而勇敢的网格员。
“书记，我马上就去哈……”，9月12日凌晨，
年近六十的田横镇宫家大丈村网格员宫建新
接到电话后，毫不犹豫地赶到村庄主路口，参与
到村庄封控工作中。一顶顶帐篷、一个个由彩钢
板搭建的简易房，如魔术般一夜之间出现在了
田横镇每个村子主路口。村庄是疫情防控的“最
前线”，为落实特殊时期各项管控，很多网格员
加入到村庄路口值守队伍中，24小时轮流值
班，督促劝导村民不得外出，严格把控村庄进出
口关卡，控制人员流动。对因特殊情况需进出村
庄人员做好测温、信息登记、扫码查验，对来往
车辆进行查验、消杀，为村子筑起一道道坚固的
“隔离墙”。
“大叔，今天大儿子回来了吗？记得每个周
末您家俺大哥都会从即墨回来看你,这不又到
周末了嘛……”这是任家丰城村网格员任衍湖
根据平时了解的情况，专门拨打的一通电话。他
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认真核
实着网格内每户村民的情况。这段时间，他更是
加大摸排力度，结合上级提供的大数据，在用好
前期建立完善的人员信息台账基础上，严密排
查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或与核酸检测阳性
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及时收集信息，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在疫情防控期间，网格员们对辖区群众做
到事无巨细，积极配合村庄做好生活物资保障、
就医用药、情绪安抚、心理疏导、秩序维护等工
作。根据居家人员电话或微信“下单”，把物资及
时准确送到群众家中，解决居家隔离监测人员
的急事难事。“我们是网格员，是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米’，谁要是有需要，说声就行。”崔家沟村
网格员崔德君笑着说道。
疫情防控中，网格员们充分运用“线上+

线下”等多种渠道宣传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开
展“点对点”全覆盖宣传发动。在线上，利用工
作微信群及时转发上级部门下发的防疫政
策、管控原则，让群众了解疫情发展形势，掌
握自我防控措施，如何积极配合镇村的防控
工作，提升防控工作效率；在线下，带着红袖
箍的网格员们对重点人群上门提醒宣传，争
取他们的理解、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引导广
大群众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发动参加全员核
酸检测，并建立网格群众已做核酸检测“白名
单”。“我们也会将不配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且不听劝告的利害关系讲给他们听，大家都
对我们网格员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理解和配
合。”网格员李晓芹说道。

“红色防线”“金家三口”“馒头夫妻”“防疫守门员”“全能志愿者”“疫情防控铁战马”……

即墨“疫”线涌现出的感人故事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磊 华敬方 李春燕 孙
静 通讯员 孙静秋 张涛 韩娟

9月5日，即墨区突发疫情。
疫情发生后，“红色防线”迅速在全区各地拉

起；“金家三口”等战“疫”家庭挺身而出；“防疫守
门员”一组组轮番上岗……在战“疫”一线，全区陆
续涌现了许多最美逆行者，“党旗红”、“天使白”、
“守护蓝”一组组生动画面，勾绘出一幅幅振奋人
心的战“疫”画作，每个人的故事都让人感动。

战“疫”志愿者：
筑起战“疫”的铜墙铁壁
在即墨区龙山街道蓝鳌路与黄甲山三路

的十字路口，高友谊、孙艳君两口子是两名志愿
者，他们是远近闻名的“馒头”夫妻，俩人经营着
一家馒头店，十几年来勤勤恳恳，诚信待客，做
的馒头又香又甜常常是供不应求。
夫妻俩的店就开在路口边上，当他们看到
路口的执勤人员忙得连口水都喝不上时，俩人
当即向村庄报备，一起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现在整个即墨都是一条心打赢这场仗，我
们也希望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高大叔冲镜
头笑了笑，害羞地低下了头。这一对看似并不时
髦的中年夫妻，却用最简单纯粹的方式演绎着
别样浪漫。
看到执勤人员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打地铺，路边五金店的老板周遵波，连忙送来了
折叠床，挡风网，雨伞雨衣，小凳子以及簸箕、扫
把、垃圾桶等卫生工具，凡是他店里有的，甭管
用不用得上，一股脑都拿来了，“这些警察不容
易啊，家离着这么远，十几天回不去，自己冒着
风险家里还担着心，咱肯定得帮帮！”
此路口执勤工作的负责人表示，自己从事
警察工作几十年，深深地被即墨父老乡亲的淳
朴和善良所震撼，“感动、感动、还是感动！以往
电影里的情节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只有
把这份感动转化为战斗力量，早日打赢这场仗，
才不负这拳拳的赤子之心，对得起这方水土的
鱼水之情啊！”
疫情发生以来，志愿者们在防疫工作中主
要担负疫情防控、秩序维护、全面消杀、随访等
防疫工作，涌现出了不计个人得失，为保障居民
安定生活，义务进行全面消杀的突出事迹。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这些志愿者们充分体
现出不畏艰险、真情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情
怀，诠释了服务民生、服务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彰显出友情支援单位的不畏困难，迎难而上的
企业精神与风采，共同用大爱为保障即墨区的
正常生活宁静致远而负重前行。”说起志愿者，
即墨通济新区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

“城市美容师”：
10天清运封控区垃圾390吨
街道干净整洁，垃圾及时清运，场所消杀彻
底……在即墨抗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第一线，涌现出了一批“逆风”前行的勇士，他们
是城市的“美容师”，更是疫情中的“逆行
者”——— 他们就是分布即墨城乡的5000名环卫
工人、物业人员。
“郭冰，郭冰，佳源都市检测点有垃圾留存，
请抓紧安排清扫。”“收到，孙主任，马上落实！”
这是9月17日下午，即墨区环卫中心通济

管区主任孙晓明向辖区环卫工人发出的指令。
全域静止的时候，在空空的马路上，环卫工人橙
色工作服成了难得一见的风景。
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打乱了这座城市的

生活，而本次疫情的多发地主要在通济街道，50
多个封控区该街道占了一半，给环卫管区保洁
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接到疫情命令以后，按上级要求，通济管
区马上组织管区管理员全部住在单位不回家，
随时待命。”管区主任孙晓明说，管区组织部分
职工住在公厕管理房和工人休息间内，应对突
发情况。突袭而来的疫情，让部分职工被封在家
里出不来，在外面的职工只能更加努力干活去
填补留下来的空缺。
“每天，我都要沿着管区道路巡查两遍，接

受上级指派任务和处理日常工作，仔细调度和
调整工人们的作业模式，尽量减少他们工作量
和流动性。”管区主任孙晓明说，特别是管理员
郭冰专门负责管理的硕辉苑、润发家园、永合花

园、王家院新村，都是第一批高风险小区，周边
环境卫生，保洁和防疫都不能马虎。后来，附近
墨香郡、佳源都市、江南七期等小区也被划为高
风险小区，他们都安排专人负责。
“截至目前，通济管区在及时完成工作和任
务的情况下，未发生一起感染事件。”孙晓明
介绍，即墨区环卫中心负责城区187条道路，
尽管面对困难时期，环卫人没有一个退缩不
前的，服从安排积极行动没有叫苦喊累，坚
持对公共部位24小时不间断清扫、保洁、消
杀，默默为这座城市、为广大市民，浇筑起一
道疫情防控的“安全屏障”。

德馨天骄物业：
工作人员变身“抗疫突击队”“全能
志愿者”
消杀员、送菜员、保洁员、管理员、搬运

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即墨区众多居民
区物业工作者就地应召，有的成为一名抗疫志
愿者，有的穿上防护服成了“大白”，他们连续奋
战在各社区抗疫一线，正是有了这一批社区工
作人员，对保证即墨疫情下的社区正常运转起
到了关键作用。
中秋节前，中交中央公元D区成为封控区。
接到通知后，街道办事处、村委、业委会、德馨天
骄物业中交中央公园D区服务中心第一时间行
动了起来。封闭园区及各单元，物业人员马上进
行园区消杀。当夜，德馨天骄物业通宵达旦终于
完成了园区各出口、单元户的封控、隔离、消杀工
作。同时，物业工作人员每天吃住在公司。为了更
好地开展工作，德馨天骄物业中交中央公园D区
服务中心将工作人员分成两组，1组早晨2点协
同入户进行核酸检测，结束后进行整楼消杀，消
杀结束后进行物资分配到户，每日物资分配达
200多户。2组负责整个园区的环境卫生及所有
的垃圾清运及消杀工作，每日清除垃圾50多桶。
说起自己的工作，德馨天骄物业中交中央

公园D区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疫情出现后，物
业建立各个单元楼信息沟通交流群8个，人数
1800多人，“每日与业主电话沟通300多个，微信
沟通1000余次，由于讲话太多导致嗓子疼痛、沙
哑甚至说不出话来，但是，当我们收到好心业主
送的金嗓子、草珊瑚等药品，又感觉动力满满。”
这位负责人介绍，作为封控区的服务人员，
他们每天的安排都是满满当当，“以9月7日晚上
为例，我们从下午1点开始物资配送，直到夜间
10点30分，我们的工作人员连晚饭都没来得及
吃，就是为了把物资早点送到业主手中”。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很累，但是，没有
一个人喊累，也没有一个人叫屈，更没有一个人
停下脚步，因为我们知道业主们还等我们运送的
物资下锅，再苦再累我们咬牙坚持。”这位负责人
表示，当他们最后一份物资送到业主手中的时
候，业主们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得到业主赞
扬，我们彼此对视都会心地笑了，正如我们公司
的服务宗旨‘您的微笑·我的骄傲’一样，我们做
到了。”

疫情防控“铁战马”：
穿梭“疫”线小三轮的大作用
即墨区通济新区圈子村于9月8日被划为

高风险区，村庄居民居家不准外出。每日进行上
门核酸检测，具体生活需求基本通过微信群提
出。因为居家隔离，村民生活需求激增，生活用
水、米面油、蔬菜甚至是煤气罐等生活物资急需
协调配送。在物资配送时，用大车无法进入胡
同，人工配送效率低，圈子村的三轮车运输志愿
者队伍自发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轮车来回穿梭，天刚亮的时候载着蔬菜
水果、生活用品配送到群众家门口。“别小看这
个三轮车，在这关键时刻能变身成‘物资保障送

货车’‘疫情防控消杀车’，小小三轮车，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起到了大作用呢。”圈子村物资保障
组组长史桂连拍了拍三轮车骄傲地说。
一阵嘀嘀声传来，三轮车回来了。“这140户
第一网格统一配送的物资，一个小时之内，全都
能送达。”物资配送志愿者陈敬杰肯定地说道。
疫情期间需来回搬运物资，三轮车拉得多、跑得
快，还能穿街入巷，派上了大用途，帮助工作人
员、志愿者们把蔬菜等物资快速送到居民手中，
切实提升了物资分发效率。

即墨热心市民：
爱心汇聚，同心战“疫”
疫情发生以来，即墨区社会各界群众积极
行动，主动走上防疫一线奉献爱心，连日来，即
墨区的热心市民为防疫一线工作人员送上“爱
心餐”，热气腾腾的包子、刚煮好的鸡蛋、营养均
衡的配餐……一股股暖流凝聚成爱心力量用
大爱真情支援疫情防控。
9月14日下午，即墨区龙山街道前东葛村，

葛村市场业主高强冒着蒙蒙细雨送来600斤
“爱心豆腐”。他凌晨三时与家人加班加点制作
豆腐，在豆腐出炉后，便快速将豆腐送到前东葛
村防疫卡口，豆腐将通过卡口志愿者逐户配送
给该村95位困难户和70岁以上老人。“我是城阳
区惜福镇人，在龙山工作生活几年了，早把这里
当家了，村里没把咱当外人。我是党员，也是一
名退伍军人，这个时候我也应该为村里做点事
情。”谈及捐献的感受，高强表示，“母亲在环秀
街道西山前村开了个早餐店，这次疫情，免费给
村卡口工作人员提供早餐，我要向她看齐。”前
东葛村支部副书记刘彩传很感慨：“这个豆腐
‘高’，这个事做得真不孬。”
9月18日，早晨五点天还未亮透，有些清冷。
龙山街道后东葛村68岁的村民何青美又给村口
执勤卡点的防疫人员送来热乎的爱心早饭。为
了让熬了一整夜的值班人员能早些吃上口热乎
饭，何青美不到四点就起来忙活，和面、擀皮、剁
馅，两大锅皮薄馅大、外酥里嫩的炉包出了锅，怕
天凉凉了包子，她抱在怀里一路小跑，她笑呵呵
看着大家吃早饭。“这些一线人员替咱挡在前边，
冒着风险。能让他们吃上口热乎饭暖暖胃也是
好的。只要他们爱吃，我就天天做！”除了爱心炉
包，村民王希凤的“王姐锅贴”也获得了后东葛村
一线医护和执勤工作人员的称赞。“一口一个，根
本停不下来！”大家纷纷竖起了大拇指。执勤人员
表示，他们现在每天最期待的就是香喷喷、热乎
乎的花式爱心早饭，“咱村这些大姨大姐们的厨
艺真赞！一口下肚满满的幸福感啊！”
“热包子来了，你们辛苦了，快来吃点……”
9月17日，一位老太太在家人陪同下端着刚出
炉的包子来到了环秀街道王家官庄村委门口。
送来包子的是王家官庄村村民刘淑美，今年
已经80岁了。几天来，她看到许多志愿者昼夜奋
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非常辛苦，刘淑美说：“革命
战争年代共产党带我们打天下，如今有你们这些
党员干部保护我们，我们心里踏实。”刘淑美跟家
人从早上6时开始，择菜、洗菜、调馅儿、和面、擀皮
儿、上笼屉……暖融融的包子温暖了大家的心。
9月15日，村民兰新品也为志愿者们送来

了热乎乎的包子。“大家太累太辛苦了，每天凌
晨就来给我们做核酸。”兰新品说，“我的儿子也
在防疫一线好几天没有回家，看到他们就像看
到我的儿子，不知道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事，送点
包子就是想让一线抗疫人员少吃一顿方便面，
胃口能够好一点。作为即墨区的一分子，我尽点
自己的微薄之力，愿疫情早日结束。”
在即墨，这样的“幕后巾帼”还有很多，平常
日里她们是操持琐事的家庭妇女，而疫情面前，
都变成了勇敢可亲的“娘子兵团”。饭菜暖胃更
暖心！她们用简单质朴的关爱温暖着一线战
“疫”人员，也温暖了这个不寻常的初秋。

龙山街道南葛后街村，王淑杰等6名巾帼志愿者正在包饺子。

“城市美容师”清理生活垃圾。 段泊岚青年志愿者。

高友谊、孙艳君夫妇。 物业工作人员变身“全能志愿者”。

疫情防控中的三轮“铁战马”。 田横镇网格员协助入户核酸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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