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刘刚）8月6日，一位社区主任在
核酸检测现场抽空和重病母亲视频聊天
时忍不住哭泣的视频在抖音火了，这段
让人泪目的视频里的社区主任叫曲伟，
是芝罘区毓西社区的主任，自8月2日以
来，一直扑在核酸检测现场的她六天五
夜只睡了八个小时，因没时间探望陪伴
重病母亲，她只能在工作间隙通过视频
和母亲聊几句，嘱托护工大姐好好照顾
母亲。

曲伟的母亲今年76岁高龄，七年前因
脑出血后遗症一直瘫痪在床上，今年五月
底因病情加重住院，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0
多天，后转到普通病房，但情况依然不容
乐观。作为社区主任，曲伟工作繁忙，五
月份以来没有请过一天假，白天上班服务
社区百姓，晚上再去医院照顾病中的母

亲。核酸检测开始后，曲伟日夜忙碌在检
测现场和居家隔离的值班现场，已经好几
天未能去照顾看望母亲了，牵挂着母亲的
她只能在视频里和母亲说几句话，于是出
现了之前视频中的一幕。看着镜头里憔
悴的母亲，无法膝前尽孝的曲伟不禁潸然
泪下。

毓西社区居民刘刚主动报名成为一
名核酸检测志愿服务人员，忙碌的间隙，
刘刚偶然听到曲主任和重病母亲聊天，非
常感动，于是拍下这段视频发到了自己的
抖音账号上。“有这么好的主任，我们社区
居民怎么能不全力配合核酸检测呢？”在
刘刚的抖音账号上，也有很多市民表达了
内心的感动。

同为志愿者的社区居民、网格长李红
告诉记者，前天晚上她和曲主任一起在名
仕豪庭西面布置二次核酸检测的现场，凌

晨两点才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以后曲主
任又接到通知，要求四点钟必须全部到
位，不到四点钟曲主任又爬起来了，从8月
2日到现在六天五夜曲主任睡了不到八个
小时的觉。”

被社区主任的精神感动，社区居民、
名仕豪庭A座2910的业主7日下午赶到
社区捐助了1000个口罩和一大包防护
服，名仕豪庭开发商也给予社区场地支
持。

8月7日晚上，记者联络到曲伟，听说
要采访，她有些难为情。“我做得还不够，
千万别写我。就是在视频里看到老妈心
里不好受，好几天没能去看她，她天天用
手比划想我。”她说，“母亲前天在医院又
发烧了，我很着急，又不能放下这边过去，
看到老妈心里挺难受，所以视频时忍不住
哭了。”

她，六天五夜仅睡八个小时
芝罘区毓西社区主任曲伟坚守“抗疫”一线，无暇照看重病母亲

“我做
得还不够。就是在

视频里看到老妈心里不好
受，好几天没能去看她，她天
天用手比划想我。”曲伟说，“母
亲前天在医院又发烧了，我很着
急，又不能放下这边过去，看
到老妈心里挺难受，所以

视频时忍不住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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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防疫物资对社区居民至关重
要，一刻也耽误不得！”昨日下午，记者在
烟台开发区悦海社区见到陈宝龙时，他正
忙着从车上搬运防疫物资，即便眼睛疼得
已经睁不开，他还是坚持全部搬完。被汗
水浸湿的衣服尚未干，又立即奔赴核酸检
测点维护现场秩序、安抚居民情绪、慰问
医护人员……

为做好社区疫情防控、保障居民基本
生活，烟台开发区古现街道悦海社区党支
部书记陈宝龙带病作战、一线指挥，带领社
区工作人员站在了疫情应急处置的最前
线。人员排查、统计汇报数据、协调防疫物
资、公共卫生消杀、组织核酸检测……“只
要我们按照防疫要求来，一定能很快战胜
疫情！”这位50余岁的社区书记在“战疫”
中书写着坚守与担当。

战“疫”一线的排头兵

“两天两夜就眯了2个小时，事出紧
急，情况特殊，不敢合眼啊！”8月2日晚，烟
台开发区马尔贝拉小区疫情防控现场，陈
宝龙略显疲惫，却依旧条理清晰地部署着
各项工作。1日凌晨1点，接到密切接触者
信息，古现街道迅速召开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会议，陈宝龙第一时间组织社区工作人
员出现在小区防疫一线。“马尔贝拉小区情
况特殊，人员流动性大，必须马上封控小
区，组织开展核酸检测。”就这样，这群“排
头兵”筑起了小区的第一道“防护墙”。

“情况再紧急，工作人员也要倒班休
息，再这样坚持下去，身体就扛不住了。”
连续工作一天一夜后，陈宝龙再次严肃地
向工作人员提出倒班休整的要求，但是离

开自己的岗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又去其
他岗位搭上了手，许久也没有人离开。

“去年防疫，陈书记已经累倒一次了，
我们都比他年轻，他不休息，我们也不休
息，跟病毒比速度，我们必须要赢！”支部
委员孙旭明眼眶湿润地说道。

隔离群众的“主心骨”

“马尔贝拉小区部分还在建设中，小
区内除了业主之外，还有400余名建筑及
装修工人。”小区封控后，这也成为了陈宝
龙最操心的事。

第一轮核酸检测刚开始时，许多工人
没有携带身份证、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加
之自身存在的恐惧情绪，场面一度有些混

乱。陈宝龙第一时间走进人群中间，安抚
大家，安排工作人员逐一解决各项问题，
协助工人们进行登记，大家逐渐进入状
态，随着夜幕降临，第一轮600余人的核
酸检测工作顺利完成。同步协调街道物
资保障组紧急采购了500余张行军床及
300余套毛毯被褥、50多套插排、近百盘
蚊香，协调物业提供了3栋200余平方米
的用房，全面保障工人们的休息，一日三
餐也是换着花样准备，保证大家的营养。
在8月2日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时，大家
都能有序排队，效率大幅提升。

悦海社区的“大管家”

在外人看来，陈宝龙什么都管，什么

都得操心，他的大脑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
计算机，大到各项防疫措施，小到居民生
活所需，思路清晰、事无巨细。

悦海社区作为烟台开发区西区第一
个城市社区，有7000多名居民，在确保马
尔贝拉小区防控工作不松懈的同时，还要
确保整个社区的安全。

疫情一发生，陈宝龙就安排督促各物
业全面做好小区环境卫生消杀，再次梳理
人员居住情况，调整完善业主人员名单，联
系果蔬、生活用品供应商为社区商铺稳定
提供货源，尽可能满足居民各类生活所
需。另一边又联系辖区“红社·民购”爱心
企业，为防疫工作人员提供休息场所，并捐
赠口罩、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

“都吃饭了没有？工作再忙也要及时
吃饭”“晚上蚊子多，给大家准备了风油精
和花露水”“再多加几把遮阳伞，天气太
热，容易中暑”……现场工作人员无一不
被陈宝龙像“家长”一样关爱过。但是大
家都知道，每次饭点，他都要看着被隔离
人员、工作人员全部吃好饭之后，才会想
起自己；每次现场协调工作，他都顶着烈
日、擦着汗水，从来没有抱怨过热。顾不
上自己，更顾不上家里，但心里却装着每
一位居民、每一位同事。

“虽然很累，但我作为社区书记，作为
一名党员，再累也不能退缩，关键时刻必
须带头往前冲！”陈宝龙已经50多岁，患
有好几种疾病，可他依然带病作战，一线
指挥，他说自己的身后是广大居民，一定
要守护好他们的健康与安全，众志成城，
战疫必胜！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王晓蕾 刘少宁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姜骁宸 摄影报道）
连日来，炎炎夏日炙烤着烟台大
地。在一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现
场，海阳公安干警头顶烈日，始终
坚守在最前线，民警王萌最近因
为在烈日下连续奋战，长时间执
勤而得了一张“证书”——他被晒
出了“口罩脸”。

今年29岁的王萌是海阳市
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的一名
民警。从海阳开展第一轮全员核
酸检测以来，王萌便在留格庄镇
民生村的核酸检测点维持安全秩
序，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检测点的
安全保卫和反诈宣传。

“每天从早上5点，一直到晚
上12点，我都必须守在现场。作

为人民警察，就应该冲锋在前，为
群众撑起安全保护伞。”王萌告诉
记者，每天他都要喝上五六壶水，
至少要准备2套警服备用。

头顶烈日的坚守，让暴露在
阳光下的皮肤被晒得黝黑，而有
警服遮挡的皮肤，则因为汗水和
盐渍的浸泡，长出了很多红痱子，

有一次中午，当王萌摘下口
罩吃饭时，周围的人都十分惊
讶。身边的人拍了张照片给他，
他才发现，自己因为在烈日下长
期暴晒，脸已经被晒黑，唯独戴口
罩的部位还是白色的，形成了一
个“白+黑”的“口罩脸”。有着4
年从警生涯的他却笑称，“这是一
名人民警察的光荣标志，我骄
傲！”

这样的脸，看得人心疼
烟台民警连日奋战，晒出“口罩脸”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信
召红 通讯员 孙若语）在高新区海
越社区抗疫一线，活跃着这样一群
特殊的志愿者——他们平均年龄
65岁，大都是退休的老人，却不
怕苦不怕累，用一颗爱心、一份信
念坚守在最前线，成为特殊时期
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从8月2日开始，烟台“智汇
高新”雷锋海越志愿者们就配合
社区开展九小场所疫情防控检
查。3日早上8点30分，志愿者们
开始做核酸检测前的物资准备、场
地布置、居民通知等工作，下午1
点，又来到核酸检测点，量体温、递

物资、维持秩序、宣讲政策……顶
着高温酷暑，志愿者们来回穿梭
在检测点场地，连休息片刻的时
间都没有，所有人都参加了夜间
值班。顾不上疲惫，第二天他们
又早早来到检测点，在进出口引
导居民遵守1米线1人的防疫措
施，直至晚上5点核酸检测全员
完成后，志愿者们才离开。里面
年龄最大的杜士生老人，七十岁
了，一直坚持在一线维持秩序。

“虽然很累，但我还能坚持，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候，能为社区为居
民做点什么，我很开心。”他这样
说。

平均65岁的他们
坚守“抗疫”一线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车承轩）这几天，海
阳在与时间赛跑！面对严峻的疫
情防控形势，海阳市开启全民核
酸检测工作。

盛夏高温，热浪袭人，潮湿闷
热，医务人员穿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通宵达旦、连续奋战、挥汗
如雨，好多医务人员体力不支，出
现中暑症状。

海阳市中医医院发挥中医药
特色优势，组织医院的老中医结

合古方研究出一剂解暑清热，透
表化湿的祛瘟防暑茶，帮助一线
核酸采集人员防暑降温，增强抵
抗力。

此次祛瘟防暑茶的配送得到
海阳市中医医院的代煎免费配送
协议单位“饿了么”平台的支持。
每天下午三点，近千包祛瘟防暑
茶分装完成，21位“饿了么”外卖
小哥装箱后，风驰电掣地驶向城
区的各个采集点，为前线采集人
员在炎炎夏日送去一丝清凉。

老中医研制祛瘟防暑茶
外卖小哥疾驰送到一线

他，带病站在“抗疫”最前线
开发区悦海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宝龙在“战疫”中书写坚守与担当

记者探访“抗疫”前线上的“老兵”

应令出战“疫”不容辞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刘超）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福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高度重视，迅速响应，把防控工作

当作战役来打。连日来，福山区多个社区可见福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的身影，他们冲在一线，协助社区开展核酸检测工作，日夜奋战在检
测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老兵”的使命与担当。

福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了党
员志愿者队伍，副局长李晓明带队赴
玉森明珠、小陈家、泊子、梨景等社区
保障核酸检测工作。

从3号下午4点到晚上12点，李
晓明一直在核酸检测点维持秩序。与
此同时，他的妻子也在社区协助开展
检测。两人把孩子交由老人照顾，互

相叮嘱了几句“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便分赴各自的岗位。

“疫情防控工作是当前最重要的
政治任务，检测时间紧、任务重，我和
妻子都是党员干部，虽然我俩在不同
的岗位，但我们都将履职尽责，全力保
障社区按期完成核酸检测工作。”李晓
明表示。

李晓明：“硬核夫妻”的两个战场

“我20年兵龄、19年党龄，在这个
关键时刻，什么也不用说，冲上去就对
了。”8月3日凌晨4点，林庆光就赶到
单位，被安排值守到3日晚12点，他快
人快语，性格爽朗，表示“没有克服不
了的困难，为疫情防控出力，是一个退
役军人党员应该做的。”

在福新街道泊子采样点，林庆光
与工作人员一起张贴“一米线”标识，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不厌其烦地
引导前来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之间
留出足够安全间隔，在平凡岗位上践
行着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把鲜红
的党旗牢牢地插在了抗疫一线。

林庆光：不知疲倦的守护神

“大姨，请到这边来！出示您的
身份证，进行信息登记，一会将为您
进行核酸检测。”在党员志愿者李天
靖的指引下，前来采样的群众，自觉
排队、出示证件、等待核酸采样，整
个过程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殊不知，这已经是李天靖连轴转

的第二个采样点了，他好似不会累一
般，永远充满着干劲和激情。“岗位就
是战场！历史证明，英雄的人民军队
是一支不怕牺牲，战无不胜的军队。
军旅生活成就了更好的我，如今，在
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就应该挺
身而出，来服务大家。”

李天靖：永远的人民子弟兵

李光，是一名刚结束高考的学子
的父亲。

高中三年，孩子就读于军事化管
理封闭学校，爷儿俩见面次数屈指可
数……高考成绩公布后，刚准备带着
儿子去兑现圆梦承诺的他，又义无反
顾地换上志愿服务“战袍”投入到了核

酸检测工作中。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我身着戎装

时是保家卫国的人民子弟兵，虽然现
在我脱下了军装，但我时刻牢记‘军人
来自人民，必将克服困难服务人
民’——这永不褪色的橄榄绿精神！”
李光说。

李光：“抗疫”，退役军人不缺席！

陈宝龙陈宝龙（（右右））组织核酸检测组织核酸检测。。

民警王萌被晒出了民警王萌被晒出了““口罩脸口罩脸””。。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邵壮 通讯员 李梦 王海涛 摄影
报道）8月6日晚，在莱阳市河洛
镇核酸检测采样点，一名医务人
员偶遇自己1岁多的女儿。宝宝
非常懂事，乖乖配合，却没有认出

“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原来就
是自己的妈妈。

这名医务人员名叫尹程玉，
是莱阳市河洛镇卫生院的一名普
通职工，家里有两个孩子，大宝6
岁，小宝16个月。自3月份开始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尹程玉
就每天忙碌于疫苗接种工作。

自全员核酸检测启动以来，
尹程玉又没日没夜地坚守在工作
岗位。“不记得熬过几个通宵，经
常凌晨1点以后才回家，那时宝
宝早已睡去，而早晨四五点钟又
回到工作岗位上，一天只休息三
四个小时是工作常态。”尹程玉
说，给家人和女儿检测总共2分
钟，这2分钟便是他们一家短暂
的相处时间。

医护妈妈给孩子做检测
1岁宝宝没认出

尹程玉给自己的女儿做核酸检测尹程玉给自己的女儿做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