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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柏松

“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安康码、行
程码请出示一下！ ”4 月 16 日一早，安徽好
人、淮南红十字会“好人”志愿服务队队长朱
士兵便带领着志愿服务队 30 余名队员前往
东津渡卡点，执行疫情防控任务。 他拄着双
拐，单腿撑地，已经坚守了整整 20 天，成为
这个春天里的“最美逆行者”。

在淮南市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一道独
特的红色风景，他们身着红色马甲，戴着“疫
情防控”红袖标，坚守在交通道口、各个社区、
检测基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志愿者，他们用爱的行动彰显了淮南温度，构
筑起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坚强屏障。

防疫一线的“党旗红”

做好小区进出人员登记、测量体温、提
醒居民减少外出……4 月 15 日， 主动请缨
的凤台县城关镇福海园社区 83 岁的党员
志愿者童守一丝不苟地忙碌着， 除了做好
社区居民的劝导员， 他还认真地为居家隔
离群众进行心理疏导。 “抗击疫情，守护好
第一道防线， 我要在社区这个阵地上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 ”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岗位就
是战场。 自 3 月 26 日凤台县发现 1 例核酸
阳性人员后，一场斩断疫魔毒爪、守护淮南
家园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骤然打响！

如果疫情防控有颜色， 那一定是党旗
红。 疫情发生以来，淮南市委发出《致全市
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闻令而动、 尽锐出战， 一支支党员服务
队、 一名名党员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工作，做到党旗飘在一线 、堡垒筑在一线 、
党员冲在一线。

“我是党员，我先上！ ”这是山南公安分
局党员志愿者冯青松在淮南高新区产业园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经常对同事说的一句
话。 他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主战场，遇到
突发紧急情况，总是冲在最前沿———迅速穿
好防护服，和医护人员一同进入隔离区解决
问题。 面对危险，冯青松早已习惯：“我现在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日战胜疫情，大家都能
过上正常有序的生活。 ”

煮饭、做菜、打包、配送……每天早上 8
点开始，8 位田家庵区社区志愿者便在新淮
街道的爱心小食堂里忙活起来，他们要保证
每天中午、晚上能够准时把爱心饭菜送到一
线防疫工作人员的手中。党员志愿者曹阳告
诉记者：“疫情突发后我立刻被抽调来值守
了，家里也没来得及囤点菜，白天又没时间
买， 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买一些方便食品。
现在有了小食堂，每天都能吃到热腾腾的可
口饭菜！ ”如今，爱心小食堂已免费为街道防
疫工作者送出爱心饭菜 2 万余份。

党员志愿者们不少都是 “90 后 ”或 “00
后”的青年人，他们连点成线、聚线为网，成
为每一户居民最为信赖的“守护者”。

检测现场的“红马甲”

3 月 31 日上午，安徽好人、淮南市运泽
双孢菇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献珍为大
通区孔店乡洪圩村捐赠了价值 4000 元的生
活物资，助力战胜疫情。 “疫情无情，人间有
爱。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要为疫情防控尽绵
薄之力。 ”

新冠肺炎疫情再度袭来，淮南市红十字
会充分发挥广大红十字志愿者的作用，组织
动员志愿者积极投身抗疫一线，助力打赢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4 月 8 日晚 22 时 30 分，淮南市红十字

好人邦志愿服务队副队长李文菊忙完一天
的工作，从淮南市奥体中心大规模核酸检测
基地离开。

当天是她儿子的 3 岁生日 ， 她却已
有半个月没见到儿子了 。 此前淮南市红
十字会秘书长陈玉琴在电话里还劝她常
回家看看 ： “孩子在你肚子里就跟着参加
志愿服务了 ， 他可是淮南市年龄最小的
‘老志愿者 ’！ 2020 年抗疫 ，孩子出生才几
个月就被寄养在别人家 ， 如今不能再亏
欠孩子了 ！ ”

“想送给孩子一个生日蛋糕，却忙得抽
不开身……”李文菊边走边想，手机视频电
话响了起来。 视频的另一头，潘集的红十字
会志愿者带着自己制作的生日蛋糕， 正在
给她的儿子过生日， 孩子对着镜头甜甜地
说了一句：“妈妈辛苦了， 我长大了也要当
志愿者！ ”

每一天，奥体中心大型核酸检测基地都
非常繁忙。 外援“大白”在日夜忙碌检测样
本，而为他们提供后勤服务的“淮小红”也日
夜奔忙，穿梭于库房和工作仓，负责基地所
有物资的搬运、管理、统计 、发放 、运送 、账
务，以及环境消杀、废弃物清理，每天连续工
作十几个小时。

不拿一分钱工资 ，但是在疫情袭来的
时候，他们挺身而出 、无私奉献 ，这正是志
愿服务精神的最好诠释。 截至 4 月 17 日，
淮南市共有 22 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1.1
万余人次红十字志愿者在抗疫一线服务 ，
服务时长 13.7 万余小时。

送货路上的奉献者

4 月 16 日上午， 家住谢家集区的杨女
士给 95128 热线打来电话，患有肾衰竭的她
定期到医院治疗已有一段时间。由于公交停

运、出租车停运、交通管控……她心急如焚。
疫情防控隔不断人间温情，杨女士的需

求被 95128 热线发布到“老弱病残孕”应急
保障微信群里，志愿者出租车司机张保顺点
对点将杨女士送到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等
候杨女士顺利就医、取药后，又将她安全送
回小区。

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挡不住关爱与温暖，
一个个平凡人的逆行， 一个个普通人的携
手，搭起了一道道阻击疫情的防线。

为了保障小区静态管理期间居民的基
本生活，八公山区“90 后”志愿者陶岩既当
信息员、采购员，又当分拣员、快递员。 挨家
挨户收集居民需求， 起早贪黑代购送货，经
常忙到凌晨。

孤寡老人、残疾人需要特别照顾，老旧
小区、开放式小区需要特别关注，志愿服务
力量便聚焦这些特殊人群、重点区域。

“你们疫情期间工作这么忙，还经常来
看望我，真是太感谢了！ ”78 岁的陈西杰老
人是毛集实验区夏集镇陈集村一名分散居
住的特困人员，疫情期间，其监护人无法履
行照料职责。志愿者陈西宏便承担起照顾他
的重任，每天坚持去看望老人，给他带去食
品、生活用品等，帮他测量体温，照顾其日常
生活。

志愿者们的默默奉献，解开了一道道百
姓生活的难题。 他们的爱心就像点点繁星，
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已成为越来越
多新时代淮南人的价值选择。

··凡人风采··

他们平凡，亦不凡；他们无名，亦英雄。在疫情

防控中， 淮南市的志愿者们用默默奉献诠释志愿

精神，用凡人善举彰显人间大爱———

桐城口罩以质取胜
■ 本报通讯员 陈青 齐传俊

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非医用口罩生产基地，桐城市青草镇以质
取胜，口罩产业从“小散低”逐步向“大聚精”转变，产品质量稳步提
升，通过品牌形象的塑造，产品附加值也逐步提升，走出了品质化、
品牌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

桐城市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 鼓励企业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推广先进管理模式，现有 35 家企业通过管理体系认证，25 家
企业获 CE、CL 认证。 近期以来，桐城市还加大口罩质量监管力度，
与 755 家企业签订了《质量安全承诺书》，查办口罩类案件 26 件。
为培育企业做大做强，桐城市为口罩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在青草
镇设立“质量小站”，构建“一个窗口受理、全程跟踪服务、专家上门
指导”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时，质监部门延伸质量维权关口，在质
量投诉较多区域试点设立“永红暖心工作室”，打造“3 分钟维权服
务圈”。 今年以来，现场解决企业问题 69 个，先后派出质量专家 52
人次，摸排企业需求共计 355 条，为企业开出质量处方 72 张，深受
企业欢迎。

此外， 投资 10 亿元打造的桐城市青草安全健康防护用品智能
制造产业园正在稳步推进建设中，产业园建成后，将推动产业链横
向配套、纵向延伸。

让志愿精神
在抗疫中闪闪发光

■ 韩文

这个春天，许多志愿者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平时，他们是公务
员、教师、学生、公司职工、外卖骑手、餐厅服务员、家庭主妇……当
疫情来袭，他们披上红马甲，穿上防护服，就成了冲锋陷阵的战士。

志愿是一种力量。 疫情之下，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 在抗
击疫情的战斗中，许许多多人凝聚成一股力量，同频共振、无私奉
献，为疫情防控筑起了一道道防线。

志愿是一种治理能力。 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不仅有全省登记
注册的 1260 万名“红马甲”，还有每个挺身而出、守护家园的普通
人，这是一支自发自愿、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民间力量，
是一支没有编制的志愿服务生力军。

当灾害突然来临，志愿者无偿提供紧急援助、生活服务，短时间
内集聚起大量人力，运作成本低、效率高。当所有的力量同时守卫着
我们共同的家园，就形成一种共建、共治、共享、共情的治理能力。

志愿者是一道社会文明之光，每个人在参与公共生活中产生的
社会责任感，展现出安徽的文明高度和社会风尚。疫情之下，安徽的
志愿者们用行动谱写了文明的篇章，体现出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

我们也应该看到，只有以制度化的组织、规范化的管理、科学化
的运作护航，才能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充实服务队伍，吸引更多的人
持续参与志愿服务。

人人有爱，人人参与，人人受益。让志愿精神在疫情风雨的磨砺
中闪闪发光。

“监管+服务” 助复工复产
■ 本报通讯员 张凯强

本报记者 安耀武

“县纪委监委的同志得知我们遇到的困
难后，及时帮我们协调解决了疫情防控期间
货车出行、工人核酸检测等问题，真是解决
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太和县税镇镇工业
聚集区的安徽海鲸水泥有限公司，只见厂区
内一派繁忙，10 多辆装着水泥的卡车有序
出厂。 公司总经理阮海燕告诉记者，公司近
期接到多个订单，在落实环境消杀、错时施
工、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的基础上，各个岗

位的工作人员正开足马力保生产。
当前，太和县生产类、建筑类等行业企

业正有序复工复产。太和县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一手抓疫情防控监督、一手抓复工复产保
障，及时收集了解企业在复工复产中遇到的
困难， 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解决问题，为
各类企业和项目有序复工复产提供坚实的
纪律保障。

园区“一企一策”差异化防控措施执行
得如何？专供企业车辆使用的运输中转站推
进得如何？ 有没有公职人员找借口为难你
们？ 在下沉一线的过程中，纪检监察干部深
入企业查难点、走访民情查痛点、跟踪问效

查堵点。 为拓宽问题收集面，县纪委监委不
仅督促纪检监察干部“下访”找问题、现场查
找解决问题，还在暂停接待群众来访的状况
下，借助于“信、访、网 、电 、微 ”五位一体平
台，及时公布信访举报电话，畅通企业群众
反映问题渠道。

安徽富泰发饰有限公司是一家劳动密
集型企业，根据疫情形势变化，企业第一时
间组织复工复产。 但是，员工的核酸检测等
防疫措施一时跟不上。县纪委监委督查组在
检查中获悉其他企业也存在同样的 “烦心
事”后，立即督促县卫健委组织人员进企业
帮助员工完成核酸检测。县卫健委在采纳了

驻委纪检监察组意见后， 组织 80 多名医务
人员，分别到太和经济开发区、城关工业园
区进行核酸检测，每天检测人数超 8000 人，
确保了园区内的企业如期生产。

“我们的复工率已经达到 90%，生产没
问题，一季度的订单也能按时交付，多亏了
政府的贴心服务。 ”安徽富泰发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磊高兴地告诉记者。

位于太和城关工业园区的安徽昊源工业
滤材织造有限公司在车辆通行、 原材料采购
等方面存在困难， 太和县纪委监委执纪督导
组发现问题后， 督促该县城关镇和县有关部
门按照“一企一策”原则，尽快为企业办好车
辆通行证， 并跟进协调园区原材料供应商。
“园区管委会的反应速度真快，我们的难题已
经解决了，车间正在全力生产。 ”在县纪委监
委的回访电话中，该公司负责人感慨道。

据悉，截至目前，太和县 304 家规上企
业复工 291 家，复工率为 95.72%。

··一线探访··

荨 淮南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图为 4
月 18 日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陕汽淮南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落实闭环
管理防疫措施，加工生产易燃液体罐式运输车。 本报通讯员 陈彬 摄

荩 4月 18 日，阜阳市颍泉区中源智能化制造产业园车间一派繁
忙景象。 自 4月 14日 20 时起，阜阳市有序恢复生活生产秩序，实
行“一企一策”差异化防控措施，目前 385 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了
应复尽复。 本报通讯员 徐丹丹 摄

“红马甲”
传递温暖力量

一企一策复工忙

防疫生产两手抓

守护 王艺林/绘

无接触配送解难题
■ 本报记者 张大鹏 本报通讯员 褚彪

前不久，记者来到六安市金安区明全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物资
配送中心，看到这里的工作人员正佩戴口罩，有序地进行蔬菜分拣、
包装、安全检测等工作。

近期，受疫情影响，菜农的蔬菜销售一度遇到困难，菜农们出不
去，商户们进不来。 家住金安区翁墩乡翁墩村的菜农郭德兵对记者
说:“我家种植蔬菜 30 余亩，品种涵盖黄瓜、西红柿、青菜、苋菜等 10
多个，原本是供应给批发市场的，疫情之下我们也不便出门，眼看蔬
菜上市，只能干着急，再不想办法就要烂在地里了，幸亏政府及时出
手，我们的菜才顺利地销售出去。 ”

据悉，翁墩乡为解决群众难题，成立了“农产品保销专班”，联系
城区定点保供商超，开展无接触配送。 在乡党委书记汪家成主持召
开的协调会上，与会人员集思广益，提出多种方法，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打通毛细血管、解决菜农难题，并且专人负责、多渠道解决。 几
经周折，销售渠道终于打通了。

“我们乡里现在农户种植的蔬菜由明全合作社统一包装销售，
每一批蔬菜都会通过严格的检测，实行无接触式配送。 现在全乡滞
销农产品通过政府协调，已经定点销往城区部分小区、商超绿篮子
和西商批发市场。针对部分产量小的农户，我们采取内销的方式，进
入乡、村食堂，目前日销蔬菜超 10000 公斤，彻底解决我乡蔬菜滞销
问题。 ”翁墩乡农产品保供专班负责人杨正怡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不用出门，每天也能销售蔬菜近 1000 公斤。”菜农郭
德兵感激地说。

科技助力基层防疫
■ 本报通讯员 汪萍 马家贵

“这个‘小白盒’可起大作用了，它由无线发射模块和磁块两部
分组成，分别安装在门框两侧，调试好以后，二者分离超过设定距离
便会发出警报，同时会同步提醒管理人员，实现精细化防控。 ”18 日
晚上 8 时，肥西县花岗镇社区工作者仍在为居家隔离人员安装调试
智慧门磁，并耐心解释其工作原理。

为做好居家隔离人员健康管理工作，花岗镇在全镇范围内启用
了智慧门磁装置，只要有违反居家健康管理规定的情况发生，门磁
将第一时间发出提示信息，实现了全时段、全覆盖的“云守护”。 据
悉，当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人员解除隔离，门磁就可以拆除，经过消毒
处理后，还可以循环利用，“技防+人防”有效提高了防控效率。 “虽
然安装了智慧门磁， 但我们仍然时刻保持与居家隔离人员的联系，
定期上门配送生活物资，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时帮助他们疏导
心理问题。 ”四合社区工作人员陈萍说道。

另外，为方便老人和孩子等无智能手机群体，花岗镇拟在全镇
范围内推广“离线码”核验功能，董岗社区工作人员率先学习掌握
“离线码”申领等操作流程，采取入户和设点宣传等方式推广“离线
码”，并手把手教会居民具体申领办法。 同时，该镇还计划进一步将
“离线码”实体卡与先前已在全镇 30 个村（社区）推广的“核酸检测
预登记码”实体卡合二为一，进一步方便特殊群体在防疫期间的健
康管理和生活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