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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筑牢基石筑牢基石

2月上旬，上海市民防办工程处、
监督管理处组织精干力量，对全市用于
商场、饭店、停车位的公用人防工程内
部通风设施等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工程

设施正常运转和空气流通，并按照卫生
防疫要求，做好清洁卫生和预防性消毒
工作。此前，他们还协调住建等相关部
门，将民用建筑下面的防空地下室纳入

属地管理，防止因为人防工程位于地下
而出现疫情管控的死角盲区。

“对于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而言，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仅仅搞好机关人员
自身的工作还远远不够。”该市民防办
领导说，因为涉及人防工程的审批、建
设、管理、使用等事项，人防行业系统点
多、线长。为此，他们在抓好机关人员
自身防护的基础上，及时把疫情防控工
作触角向各个点位延伸。

对于向社会开放的人防工程，该市
民防办要求和督促经营者、使用者佩戴
口罩，并配备体温检测设备，对进入工
程的全体人员进行检测；对于未开放的
人防工程，及时做好清洁、消毒工作，并
严防人员擅自进入。

工程建筑工地人员较多，且流动性
大，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该市民防
办明确规定，工地现场每日组织体温检
测和预防性消毒，保持施工现场、生活
区域的清洁卫生，实行疫情防控日报告
和紧急报告制度。要求单建式工程建
筑工地现场管理单位编制疫情防控预

案，并对务工人员进行实名制登记。无
论是结建式工程建筑工地，还是单建式
工程建筑工地，如发现疫情，现场管理
单位均需第一时间向市民防办报告。

人防设备生产企业和从事人防工程
设计、监理、检测的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也被人防部门纳入监管视线。该市民防
办在督促企业做好厂区消毒和卫生防疫
工作的同时，要求他们一旦发现疫情或
突发情况，及时向人防主管部门报告。

既要严格抓好疫情防控，又要及时
审批工程项目。自 2月 3日起，上海市
民防办行政受理总窗口采用提前电话
预约方式，办理工程项目审批事宜，并
每日公布总窗口疫情防控情况。同时，
鼓励办事企业通过“一网通办”方式办
理业务，在确保效率的前提下，尽可能
减少人员聚集和业务办理时间。

左图：2月6日，上海市长宁区民防
办副主任李洪福在该区武夷路地下人
防工程内张贴疫情防控通知，并要求工
程使用人员严格遵守。 李从新摄

上海市民防办

疫情防控工作覆盖全行业系统
■本报特约通讯员 程 峥

据媒体报道，近日，江苏省徐州
军分区及时协调驻徐州部队支援当
地 500套防护服、80顶帐篷，为当地干
部群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助一臂
之力。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每一次重大
灾难、重大险情、重大挑战，都是靠军民
携手、联合攻坚、齐心协力战胜的。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民军队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启动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紧急抽组精兵强将驰
援一线，极大提振了全国人民战胜疫
情的信心。

“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对
于某一个地区而言，在疫情防控乃至应
对其他重大挑战中，如何用好驻军部队
优势资源，凝聚攻坚合力，还是一道需
要深入破解的课题。比如，有的地方领
导不了解部队战备规定，不清楚部队用
兵出兵、物资划拨审批流程，遇到困难
犹豫不决：既盼着部队支援，又担心给
部队正常工作带来干扰；有的军分区、
人武部觉得自己单位小、级别低，与驻
军部队级别不对等、地位不匹配，总是
依赖上级搞协调。

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是同级地
方党委的军事部。这就意味着省军区、
军分区、人武部三级军事机关负有牵头
协调辖区驻军部队之责。2月以来，由
多支驻鄂部队组成的抗击疫情运力支
援队，由湖北省军区统一指挥，负责支
援武汉生活物资配送，就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

2月 2日，徐州市贾汪区因搭建临
时隔离点急需一批帐篷，区人武部连夜
向驻军某部求援，解了疫情防控的燃眉
之急。这件事说明，当好地方党委的军
事部，履行面向三军、协调军地的职能
作用，不仅要对驻军部队基本情况比较
熟悉，而且要对其军地通用装备物资有
什么、有多少、在哪里等具体情况有所
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有紧急需求时
知道请谁支援、向谁求助。

有的地区驻军部队数量多、体量
大，如何才能准确掌握其相关信息？近
年来，河南省军区等单位建立驻军部队
协调机制的做法值得借鉴。其具体内
容是：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建立联
络员等机制，由省军区系统向地方有关
部门统一提报驻军部队军事需求，并做
好督促落实工作。这种做法既利于省

军区系统及时掌握、科学统筹驻军部队
的应急资源，又为部队提报需求、地方
落实需求搭建起桥梁纽带。

在军地协调层面，可协调驻军部
队领导参加或列席地方党委常委议军、
党管武装工作述职等活动，使双方协调
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这样既能
推动地方有关部门及时为部队排忧解
难，又可促使部队改变自我保障的惯性
思维，注重运用丰富的社会资源服务自
身建设。

与驻军部队搞协调，应加强互通有
无，使彼此熟悉、互相了解。唯有建立
起常态、稳固、密切的互动关系，遇有紧
急情况，才能精准高效地把驻军部队官
兵对第二故乡的热爱之情，转化为紧急
支援的实际行动，形成军地攻坚克难的
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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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凌晨，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的200名队员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飞赴
武汉抗疫一线，在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
军代室的精心组织下，奔赴疫情阻击一
线的“白衣战士”们感到融融暖意：

200名医疗队员通过机场安检仅仅用
了30分钟，比平常缩短1个小时，最大限
度保证了医护人员的休息睡眠时间；200
余份军供早餐凌晨就送到医疗队驻地，大
家起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早餐……

军代室主任马立宝清楚记得军供站
工作人员罗高虹分餐时反复讲的一句话：

“注意安全，向您致敬！”听到这句话，即将
启程的医疗队员们脸上露出了微笑。

该调度中心主任王文生介绍说，虽
然医疗队乘坐军机出行，但这次保障行
动是该调度中心协调民航中南管理局、
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天河军供站等单位
联合完成的。“越是执行紧急任务，越要
注重军地联合。”按照这个思路，接到疫
情防控运输任务预先号令后，该调度中
心第一时间与管内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
门与企业进行沟通协调，动员他们从最
困难的局面出发，做好思想、物资以及工
作上的各项准备，确保快速形成保障军
事运输投送的合力。目前，在军地双方
的共同努力下，该调度中心已圆满完成
多项防疫物资紧急运输保障任务。

快速保障温暖逆行人
■邢子军 肖 兵

从 2月 4日起，河北省安平县疫情
防控队伍中多出一支生力军，他们身
穿迷彩服，积极参与预防性消毒、疫情
排查、重点区域值班等工作，成为当地
疫情防控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就是由
该县退役军人组成的疫情防控应急突
击队。

“这支突击队的成立，进一步增强
了全县人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
心。”县委书记兼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组长范庆法介绍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该县先后有 100多名退役军人挺身
而出，向人武部递交了请战书。根据当
地防疫工作的需要，经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批准，2月4日，由其中的21人组成疫
情防控应急突击队，并在县人武部组织
宣誓和防疫物资捐赠活动。

参加突击队的退役军人，既有民营
企业家、个体工商户，又有公职人员、银
行职员、村干部以及自由职业者。这些
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为何统一把
那份按着鲜红手印的请战书交给县人
武部？

“关怀暖人心，信任出动力。”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孙岩恒介绍说，近年
来，县人武部大力支持该局协调出台服
务老兵的系列政策：对从事个体经营的
退役士兵，3年内减免营业税，实施小额
担保贷款和微利项目财政贴息；设置10
多个基层服务站，及时为退役军人排忧
解难；全县退役军人乘坐公交车享受半
价优惠……

同时，县人武部通过县电视台、安
平融媒体、县征兵微信公众号，专门开
设“退伍老兵风采录”栏目，持续宣扬全
县 1.2万余名老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
型。今年初，县人武部还邀请 2名社会
美誉度高、创业有成的退役军人，担任
该县“国防宣传代言人”，引导广大适龄
青年像他们一样，把参军入伍当作自己
的人生选择。

此外，县人武部还注重在国防动员
演练、重大活动安保、参与扶贫攻坚中
发挥退役军人的作用，并通过常态化的
交流互动，不断浓厚他们的军旅情结。

“到人武部找回当兵的感觉，成

为不少老兵的期盼。”突击队队长逯建
军告诉笔者，春节期间，当他们在微信
群中看到县人武部发出的抗击疫情倡
议后，纷纷挥笔写下请战书，主动请缨
上阵。

为不影响相关单位和突击队员自
身的工作，突击队实行八小时以外作业，
大家每天起早贪黑，十分辛苦。因为突
击队不属于民兵队伍序列，队员们没有
任何误工补贴。尽管如此，后续报名的
人仍源源不断。很多人都表示，只要穿
上那身迷彩服，立刻就来了精气神……

“退役军人既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也是国防动员的重要对象。”县人武
部政委赵洪涛介绍说，今后他们将进一
步做好凝心聚力的工作，继续动员广大
退役军人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发挥应
有作用。

日前，河北省安平县100多名退役军人递交防疫请战书——

这个人武部的动员能力从何而来？
■本报特约通讯员 葛志强 李建抓

在湖北武汉火神山新冠肺炎专科
医院，张明德是病区主任，黄咏梅是护
士长，平时两人见面说话的机会很少，
因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二人是一对
夫妻。

“爸爸妈妈注意自身防护，注意保
重身体，我为你们自豪！”2月2日晚，千
里之外的河南洛阳，儿子张昊昱通过微
信视频，给他们送来问候，让这对奋战
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夫妻倍感欣慰。

这一天，他俩参加火神山医院交接
仪式，进入医院治疗区熟悉场地、熟悉器
械操作、设计工作流程，满负荷、快节奏的
工作让二人疲惫不堪，但作为久经考验的
医疗队老队员，谁也不提一个“累”字。

“怕苦怕累怕危险，就不来了。”几
天前，听到单位参与组建医疗队支援湖
北的消息后，黄咏梅对丈夫张明德说：

“我是护士长，感染护理我擅长，器械消
毒我专业，我不去谁去？”黄咏梅曾任原
济南军区总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委员，
参加过汶川抗震救灾，并被表彰为“全
国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对于妻子的决定，张明德百分百支
持：有任务冲在前，是军人的天职。而
他也是这么做的，作为军队心血管内科
专家，每遇重大任务他都主动请缨，这

次也不能例外。二人很快形成一致意
见：一起写请战书，并肩战疫情。

他们俩准备出征的那几天，正赶
上国外留学的儿子张昊昱回家过春
节。夫妻俩一天到晚铆在医疗队，一
家三口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团圆饭。
对此，儿子不抱怨：“爸爸妈妈决定的
事，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再说了，现在
疫情这么严重，我如果学的是医学专
业，也会报名。”

考虑到张明德、黄咏梅年龄较大，
出征前，二人所在医院领导专门叮嘱年
轻的同志注意照顾好他们。进驻火神
山医院后，大家发现还没等别人照顾他
们，他们先照顾起别人来。

作为病区主任，张明德本不用参与
科室值班，但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休息
时间，主动参与值班；看到同事下班晚
了，他提前帮着把饭菜领出来……在本
职岗位上，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密切
关注患者病情变化的基础上，与其他专
家加紧研究重症患者抢救预案；黄咏梅
凭借自己丰富的感染护理经验，指导大
家做好自身防护，并主动冲锋在前，化
解少数同志的恐惧心理。队友们感慨
地说：“有张主任、黄护士长在，我们心
里踏实多了！”

战“疫”场上“夫妻档”
——记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张明德、黄咏梅

■本报特约通讯员 冯振洲

执勤设卡、严格排查、冲洗消毒、搭
设帐篷……连日来，浙江省 58支民防
应急救援队积极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
成为全省各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一支生力军。

温州市疫情防控形势一度严峻。
该市三角洲、黑马、蓝天、东海等7支民

防救援队闻令而动，在11天时间内，共
出动装备车辆 41台次、救援车辆 288
台次、宣传车辆 4台次；派出 3480人
次，值守检测卡点 185个；完成 634个
区域的预防性消毒工作；协助排查各
类企业和经营单位 471家、物业小区
282个，共 1176户 3000多人，同时捐赠

口罩35000个。
绍兴民防救援队担负的任务也比

较艰巨。在该市定点接收新冠肺炎患
者的市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前，有一顶
迷彩帐篷格外引人注目，医务人员在
这顶帐篷内分流发热病人。搭建帐篷
负责值守的人员便是该市民防飞虎救
援队。

“分兵把口是我们行之有效的做
法。”该市人防办领导介绍说，柯桥民防
战狼救援队坚守兰亭高速口，指挥、排
查来往车辆；上虞民防蓝天救援队 38
名队员在参加完消毒培训后，分5组分
别对12个社区的开放式小区进行消毒
作业；新昌县民防救援队协助县卫健局
到新昌 4个高速路口为司乘人员进行
体温检测……

舟山市是由多座岛屿组成的一座
城市。在疫情蔓延扩散的形势下，外出
购置消毒物品再登岛消毒也成为一件
不容易的事。该市民防蓝天救援队组
织 30名队员，购买 1.5吨次氯酸钠原
液，义务为27个居民小区、15家单位进
行消毒。

岛上消毒不容易，海上防控更辛
苦。疫情暴发以来，玉环市民防海上搜

救队，每天派出队员20余名，在当地码
头排摸人员、测量体温，并劝导游客。
截至 2月 8日，他们累计巡航 80多海
里，协助排查人员5500多名，筑起一道

“海上防疫安全网”。
此外，在该省的杭州、金华、衢州、

丽水等地，民防救援组织也都行动起
来。佩戴“CCAD”（中国人民防空英文
缩写）标志的身影在疫情防控一线越来
越多。

“这次民防救援组织能够成建制、
大批量地投入到与病魔斗争之中不是
偶然的。”浙江省人防办领导介绍说，他
们连续13年每年组织开展“金盾”系列
人防演习，不仅锻炼了队伍，而且赢得
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和信赖，各地
市普遍把民防救援组织纳入当地应急
管理体系之中。这次疫情发生后，各地
人防部门主动请缨，动员和组织民防救
援队伍加入战“疫”大军，并及时提供相
关保障，使这支队伍应急支援的作用得
到充分发挥。

左图：2月4日，浙江省丽水市遂昌
县民防飞鹰救援队队员搬运帐篷物资，
用于搭建疫情防控检查点。余根银摄

浙江省人防系统

58支民防救援队投入防疫战斗
■本报特约通讯员 斯玛莉 苏 虎

为保障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及时进行药
品收发。图为日前基地官兵为基层单位运送药品。 陈早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