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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强是中建八局西南公司

安装分公司员工，家住重庆。疫

情暴发后，他随时关注着疫情

动态，每天都会打开网络直播

平台，查看武汉雷神山医院和

火神山医院的建设情况。2月4

日，工作群里发布了一条援建

雷神山医院的通知。热血涌上

心头，和家人稍作沟通后，胡强

报了名。

和胡强一起报名的同事

还有很多，最终和他一起入

选的是李龙和潘航。时间就

是生命，在敲定人选后的当

天，分公司派遣 2 名司机，护

送 2 名管理人员连夜赶往武

汉。2 名司机从成都出发，在

遂宁和重庆接上了3人，向武

汉的方向前进。

从成都到武汉，从西部到

中部，在平日，这是长江经济

带上一条充满活力的发展之

路，在这个春天，这条路却充

满了寂寥。但越来越多的“胡

强”“李龙”“潘航”正从这条

路上经过，行驶出一条志愿

的轨迹、勇敢的轨迹、希望的

轨迹，前往共同的目的地——

武汉。3 个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年轻人，在车上有些忐

忑也有些期盼，忐忑的是此

行的目的地武汉十分危险，

每天都有数千人被确诊；期

盼的是自己此去的任务，就

是修建一所治病救人、抗击

疫情的医院。

1100多公里，15个小时，

商务车在沪蓉高速上每过一个

关卡，车上的人员都要接受体

温测量，通行证不知不觉累积

了厚厚一沓。2月5日下午3时

许，商务车终于抵达了武汉。

◎ 主动请战
助力抗“疫”攻坚

“面对疫情，积极防控，担责、

尽责……时刻做好服务准备！”1月

29 日，全国道德模范、川航英雄机

长刘传健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

句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刘传健时刻关注事态

进展，并主动请缨担任执飞运输任

务，相继于 2 月 2 日、2 月 9 日，两

次搭载着四川援助湖北的医疗队

队员抵达武汉。

2 月 9 日傍晚，飞机顺利抵达

武汉，临下飞机时，刘传健来到客

舱，右手握拳，和机舱里的所有医

疗队员齐声高喊“中国加油！武汉

加油！”，为到一线参加抗疫的队员

们加油打气。

“婆婆，您的口罩戴法错了，口

罩上端应该紧贴鼻梁，来，我帮您

调整下……”1 月 29 日，身穿红色

马甲的中国好人、四川省道德模范

董贵生边说边走到老人面前，用双

手轻压老人鼻梁两侧的金属条，然

后又向下慢慢拉伸口罩，使口罩更

好地覆盖老人的鼻子、嘴巴。1 月

25日，四川成都市郫都区的各级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积极响应区文明

办的号召，主动请战，加入到防控

疫情的志愿服务中去，他们分成 4

个小组，先后走进社区、公园、广场

等地宣传安全防控知识。“连续十

多天的宣传，确实有些疲惫，但作

为一名道德模范，在全国上下对抗

疫情的关键时期，我更应该站在防

‘疫’一线，发挥榜样的力量，全力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采访中，董贵

生对记者如是说。

和董贵生一样，山东省道德模

范刘洪海这些日子也没闲着。疫情

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就投身到了疫

情防控第一线，耐心劝导市民减少

外出，并自筹资金购买消毒设备为

街道社区义务消毒。刘洪海说，国

家有困难的时候，他要发挥好带头

作用，冲锋在抗“疫”一线，以实际

行动贡献力量。

……

全国最美志愿者、四川省道德

模范鲁鹏主动请战，在德阳公路卡

点为过往人员测量体温；全国道德

模 范 提 名 奖 获 得 者 王 兰 花 带 领

2000 余名“兰花热心小组”志愿者

宣传防疫措施；中国好人王海峰组

建“劳模车队”，为需就医或紧急

出行的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及疫

情防护需紧急出行的医务工作者

提供免费用车服务……疫情面前，

人们再次见证了“好人力量”，他们

冲锋在前，以榜样的力量构筑起了

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 以“艺”战“疫”
提振信心鼓舞士气

疫情当前，为坚定人们战胜疫

情的信心，全国各地文明办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文明办关于在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有针对性地开展

精神文明教育的部署。广大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各展所长，用歌舞鼓

舞士气，用快板、诗歌提振精神，用

剪纸定格感动，以文艺的形式为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鼓与呼。

在全国战“疫”的关键时刻，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四川省

道德模范秦坤联合四川省道德模

范梁飞，刘春香，廖占富、张兴琼夫

妇以及中国好人张天娇，成都市新

时代好少年邓思琪接力录制了《不

放弃》《加油武汉》手势舞视频，用

一种特殊的形式表达了对一线抗

“疫”人员的关心和祝福。

“疫情来了咱不怕，防控结合人

为大，相信人民依靠党，不去瞎串待

在家……”近日，广东省肇庆市身边

好人、鼎湖区首届道德模范王南阳

以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人员的感人

事迹为素材，创作了《拿起笔来做刀

枪》《按兵不动也是保家乡》等多首

诗歌以及朗诵音频等文艺作品，鼓

舞士气，振奋精神，传递正能量。

四川好人、绵阳市级非遗项目

“三台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兰小奇把

疫情防控知识和对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的祝福巧妙地融入剪纸中，为疫

情防控工作加油助力。剪纸中有“勤

洗手、戴口罩、多通风”等通俗易懂

的防控知识，有基层党员干部走村

入户，排查登记的工作情形，有致敬

一线，寓意平安的真情祝福。

“迎着凛冽的寒风，走来白色

的身影。不见硝烟的战场，你们毅

然逆风前行……”连日来，由河北

省道德模范、沧州词作家韩雪创作

的歌曲《与爱同行》在沧州大地上

广泛传唱，提振了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信心，鼓舞了士气。韩雪表

示，作为一名道德模范，又同是一

名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及时创作出

饱含正能量的文艺作品，引导社会

正确应对疫情。

◎ 捐款捐物
守望相助共同抗“疫”

“不为武汉做点事儿，我寝食

难安！”1月 28 日，全国道德模范王

文忠多方辗转，终于实现了他想为

武汉“做点事儿”的愿望。当日，他

以个人名义为武汉同济医院捐赠

了 10 万元爱心款。收到汇款回执

单的那一刻，他欣慰地说：“终于能

睡个安心觉了！”

“病毒无情人有情，现在祖国

有需要，我们也希望奉献一点点自

己的绵薄之力，回报社会！如有意

捐款的朋友，可登记名字微信转

账，到时统一以协会名义助力疫情

防控，谢谢大家！”2月 2日，中国好

人肖晓明在“江西吉安吉水县扶残

助残创业者协会”微信群发布了这

样一条消息，立刻在群里引起了热

烈反响。截至 2月 3日，累计筹集善

款 10618 元，肖晓明第一时间联系

上县红十字会，通过微信转账定向

捐赠给抗击疫情一线的吉水县人

民医院，把爱与温暖传递给奋战在

一线的白衣天使。

连日来，一个个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给

这场疫情战增添了许多温暖和信

心。他们弘扬“好人精神”，践行使

命担当，用爱提升了抗击疫情的温

度，向社会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2月
11 日电（记 者 孙少
龙）记者 11 日从民

政部获悉，民政部近

日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指导本地儿童督

导员、儿童主任及时

发现因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造成监护缺

失的儿童，第一时间

向所在村（居）民委

员会、乡镇（街道）报

告相关信息，及时协

调解决问题或报告

反映困难。

通知明确，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确认

感染、疑似感染或需

隔离观察，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因防疫抗

疫工作需要以及其

他因疫情影响不能

完全履行抚养和监

护责任的儿童，也应

第一时间向所在村

（居）民委员会、乡镇

（街道）报告其相关

信息。

同时，各地要根

据因疫情影响造成

监护缺失的儿童自身和家庭状况，分

类做好临时照料服务。对在由指定地

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或诊断期间的

儿童，要跟进了解相关情况；对确认

非感染或已过观察期而监护责任未

落实或一时难以落实的儿童，要协调

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落实临

时照料，或由民政部门承担临时监护

责任。

通知还要求，要加强对因疫情影

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障工

作，指导各地及时将其纳入救助保障

范围，对于符合条件的，及时落实临

时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和困境儿童

保障政策，确保生活兜底保障到位。

疫情防控期间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孤儿或其他困境儿童申请条件

的，要优化简化审核审批程序或先保

后补，做到当月审批，当月发放。

此外，各地要依托地市级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等方式开通因疫情

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

热线，及时响应有关线索，做好临时

照料咨询、转介服务、个案跟踪、资源

链接等工作。

疫情防控中的那些“好人力量”
——全国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奋战抗“疫”一线

本报记者 胡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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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凌晨零点左右，一辆商务车从四川成都出发，途经遂宁、重
庆，突破重重关卡，一路驶向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在浓厚的夜色中，高速
路上空空荡荡，只有一束光，从成都照向武汉雷神山……

李龙清楚地记得，他是公司里第二个报

名参加援建的人，“国家有难，挺身而出，我

们责无旁贷”。即使隔着厚厚的口罩，他的语

气中也满是自豪。随着医院设施的逐步完

善，雷神山医院开始收治部分病人。看到医

务工作者们披星戴月地工作，李龙直言自己

只是为抗击疫情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对于去年刚做了结石手术，同时患有

腰椎间盘突出的胡强来说，在支援雷神山

期间，令他印象最深的不是自己身体的不

适，而是面对疫情时所有人的众志成城。

——在资金运转不及时的情况下，劳

务公司的老板自己贴钱给工人们发工资；

其中有一位工人，在高质量完成了自己的

工作之后，主动提出不要工资，要将工资捐

献给遭受疫情的武汉人民。

——面对陡降大雨，雨衣雨具不足的

情况，施工现场的工人们克服困难，高效

率工作；面对住宿设施不足，工友们就去

领一床棉被，在施工现场找一个能遮风避

雨的角落休息。

……

当时的一幕幕，让胡强深受感动，他满

怀信心地说道：“疫情当前，我们更应该面

向未来，满怀希望，相信我们一定会打赢这

场战役！因为春天，已经来了！”

对于胡强、李龙、潘航来

说，来到雷神山医院建设现

场，一切工作都和以前一样，

一切又都不一样。给排水、通

风、电气，这些都是安装工程

师的必修课，布置施工自然也

不在话下，但在前期毫无准备

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在疫情最

为严重的武汉进行施工，则又

是另外一回事。

3 人负责 A1 区域、A3 区

域和连廊的安装工程。到达

现场后，3 人立即投入工作，

工人进场、收集材料和工具、

对工人进行技术交底……超

常规的工作节奏下，时间很

快就到了第二天凌晨两点。

随后的工作中，他们一直

保持着这样的节奏。早上六

点半起床，第二天凌晨才准

备休息。整个武汉市，确诊病

例仍然在不断增加，跳动的

数字令人揪心。胡强、李龙、

潘航3人每天身着黄马甲、戴

着口罩，在项目现场忙碌，仿

佛有着无限精力。只有在每

天凌晨回到住处，看着三四

万步的微信步数、躺倒在床

上一秒入睡的时候，他们才

会感觉到一丝疲惫。

负责收集材料的潘航，深

刻体会到雷神山医院建设的

艰难。在广阔的施工现场，分

布着数十家单位。由于时间

紧迫，材料的摆放根本来不

及规划。为了保证施工的效

率，他只能自己一家家去找。

即使走得两腿发软，他也一

定会完成任务。到了吃饭时

间，扒两口盒饭，继续工作。

时间不等人，每个人都在竭

尽全力。潘航说：“援建雷神

山医院，不仅是一份工作，如

果没有把这件事做好，我恐

怕一辈子都会后悔”。

日夜兼程：通行证累积了厚厚一沓

竭尽全力：每天要走三四万步

众志成城：挺身而出我们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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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全国上下，坚持一盘棋 ，亿
万国人汇聚起抗击疫情的强
大合力，打响了一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而在这场战“疫”
中，全国各级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更是主动践行担当精
神，舍小家顾大家，以自己力
所能及的方式，为战胜疫情
请战，成为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的重要力量。

越是艰险，越向前。在抗
击疫情的战斗中，全国各级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充分发
挥示范带头作用，义无反顾
地“逆行”在抗击疫情前线。
他们不惧危险，坚守岗位，或
做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
人，或做捐资捐物的爱心人，
或做守望相助的暖心人，传
递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好人力量”。

胡强胡强、、李龙李龙、、潘航抵达武汉潘航抵达武汉

刘传健和同事在飞往武汉前合影刘传健和同事在飞往武汉前合影，，相互加油打气相互加油打气

◎两部门：在新

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治

中建立健全中西医协

作机制

◎两部门：积极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切实做好扶贫小

额信贷工作

◎两部委：简化

应急运输车辆通行证

办理

◎“动动手指”答

疑解惑 司法部开设

疫情防控法律网络咨

询服务

◎公安部：各地

交管部门要积极提请

政府采取免费开放公

共停车场等措施

◎广电总局启动

公益展播 180余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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