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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来自不同行业的他们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凝聚战“疫”力量 他们都是好样的
卧龙区武侯街道孔明社区党支部书记郭峰

拄双拐冲在前 勇担当我为先
从得知新冠肺炎疫情至

今， 我和战友们已经在自己
的岗位上连续战斗了接近
70 个昼夜。

我们卧龙区武侯街道孔
明社区有居民 6400 余户、
19300 余人， 包含两个城中
村，500 多个体户，360 多个
法人单位， 家属楼院 27 个。
其中， 无主管家属楼院占有
三分之二，空挂户、流动人口
比例较大。 通过大量艰辛繁
琐的工作， 从开始阶段的宣
传发动到入户信息的排查，
从科学有效进行卡点设置到
居民的生活物资配置等工
作，我们社区的党员、干部都
始终冲在前面。

在疫情防控期间， 双拐
是我身体的支撑。 我带着这
副拐杖走街串巷， 做好社区
书记的本职工作，尽职尽责。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
中， 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对
辖区内住户个人信息的精准
排查和对居家隔离人员、社

区人员生活物资调配。 其
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心理
上的恐慌和对个人身体方
面的顾虑。

疫情发生时， 按照上级
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我们对
所管理社区的住户进行了信
息排查， 为他们配送生活物
品，并对区域环境进行消杀。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做这些
工作要冒着极大的被感染的
风险。可在我眼中，所有的问
题都很简单。我是一名党员，
保护群众、 服务群众是我该
做的事情，要迎难而上，勇敢
去干。

工作过程中， 令我印象
最深的事情是在做社区环境
消杀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当
时，我穿着雨衣，戴着口罩，
拄着双拐，强忍股骨头坏死带
来的剧痛，背上的喷雾消杀设
备里灌满了药，负重压迫着我
的双腿。但我坚持一步一步往
前挪，从未想过退缩。

正是因为我的身先士

卒，社区各卡点党员干部、志
愿者也受到了鼓舞， 大家主
动服务群众的意识不断提
升，齐心协力让“四包一”“五
户联保”政策得到落实，群众
生活服务保障等问题得到解
决。 问题解决了， 疫情防住
了， 服务跟上了， 群众满意
了，我的心也就踏实了。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 我和战友们共同守护着
南阳，舍小家，为大家，为守
护共同的家园， 为了成千上
万个安稳的家庭， 我们必定
全力以赴。

志愿者孙甜

践行初心使命 贡献青春力量
疫情发生之后，我积极

响应共青团邓州市委的号
召，成为一名逆行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青年志愿者。 作为
邓州“编外雷锋团”和“雷锋
抗疫先锋队”队长，我和队
里的青年志愿者一起，为邓
州 18 个乡镇 78 个基层村
组卡点送去了防疫物资和
食物。 部分队员主动加入自
己家门口的社区执勤卡点，
协助社区做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还自愿集资，购买了菜
农滞销的 100 吨蔬菜，并制
作成“雷锋爱心蔬菜包”，送
到邓州 22 个乡镇 5000 余
户贫困户、 低保户家里，送
到市区的 12 个小区、4 个廉
租房小区，让大家感受到了
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疫情期间，新鲜蔬菜是
武汉人民最期盼的食物。

我们邓州“编外雷锋团”
“雷锋抗疫先锋队” 先后筹
集资金 20 余万元， 为武汉
捐赠了 150 吨新鲜蔬菜。为
了加快蔬菜采收进度，我们
还组织了 180 余名青年志
愿者，分头到 6 个乡镇采收
蔬菜。 白天采收完毕后，夜
晚连夜装车，将物资送达武
汉。从武汉发来的数十封感
谢信，是对我们青年志愿者
最大的肯定。

作为一名志愿者， 我们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大家
都有一种帮助他人的幸福
感， 这也是对自我价值的一
种提升。 当亲眼目睹了医务
工作者、公安民警、社区工作
者的“逆行” 守护和默默付
出，觉得他们才是最伟大的。

经过这次战“疫”，看到

那些被自己帮助过的人，听
着那些感谢的话语，看着人
们流露出的感激目光，这些
深深烙在心里，更加坚定了
我做志愿服务的信心！

在南阳，像“编外雷锋团”
“雷锋抗疫先锋队” 这样的志
愿服务组织还有很多，广大青
年志愿者忙碌在战“疫”一线，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奉献
着青春力量。 ①2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记者柏伴雪

与逆行者同行
记录一线故事

在这次“战役”中，有个饱
含温度的词汇：逆行者。 很多
人觉得，新闻工作者也是其中
一员。 而我却觉得，我们应该
被称为与“逆行者”同行的人。
所谓记者，是谓记着！ 记录时
代，守望社会。 而这次的“记
录”让我感受尤为深刻。

我们都知道，南阳是河南
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省辖
市，又是劳务输出大市，毗邻
湖北， 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
峻。 第一时间，南阳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应。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早上
8 点， 我们取消假期， 应征入
列，投入战“疫”。 作为媒体人，
海量信息让我们对疫情更加
了解， 因此也多了一份畏惧。
然而，新闻人的职责，就是在
发生公共事件的时候，冲在一
线，发出声音，回应关切，引导
舆论! 这次战“疫”尤为如此。

大年初一，下午，南阳召开
第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我们的现场直播顷
刻间浏览量便突破 10 万人次。
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澄清了不
实传言，让守在家的人们不至于
成为信息的孤岛。 留言区，很多
人深表感谢，并叮嘱我们注意防
护。 那一刻，崇高使命和无畏精
神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

为了配合群防群控工作，
我们制作推送了抖音作品《紧
急提醒 战“疫” 关键 切莫出
门》。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作
品发布后仅仅 10 个小时，浏览
量已突破 1 亿 3 千万人次。 大
家纷纷转发、留言，称赞作品说

理透彻， 一定自觉配合， 不出
门。 看到这个沉甸甸的数字和
热乎乎的留言， 我们更加觉得
宣传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大家都在用实际行动诠释
着那份最初的新闻理想和情
怀！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
的记者深入一线源源不断地
发回报道，后方编辑加班加点
夜以继日编辑制作。从 1 月 26
日至 3 月 18 日晚 8 时， 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出版南阳日报
188 个版、南阳晚报 276 个版，
刊发消息、 图片 2130 余篇
（幅）， 发布公益广告 22 个版
面， 云日报 5 期， 手机报 45
期。 所属各新媒体开设《抗击
疫情 党媒担当》《防控进行
时》《决胜疫情防控 展现南阳
担当》《复工复产只争朝夕 决
战决胜全面小康》 等专栏，无
断档式刊播各类文字、 图片、
短视频、H5 等稿件 56533 条，
总点击量约 86 亿人次。 真正
实现了强信心、聚民心、暖人
心、筑同心！

回想起来，这些报道仿佛
一部南阳战“疫”的史诗，记录
了我们这座城市的不屈与力
量。 我们常说，经历是一笔宝
贵的财富， 对我们这座城市，
以及这座城市中的所有人来
说，那一个个被震撼、被感动、
被激励的瞬间，最终汇聚成了
心怀家国、众志成城、携手并
肩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充分认
识并坚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
这份力量将激励着我们勇往
直前、无坚不摧。

（本报记者 刘玲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