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防输入第一线，转运“大白”坚守上海东大门
浦东新区派驻机场疫情防控工作组临时党支部———

浦东机场 24 小时运转， 在外防疫情输

入的第一线， 浦东新区派驻机场疫情防控

工作组临时党支部的 “大白” 们正用昂扬

的斗志、 冲锋的姿态不间断投入战斗 ， 承

担起占全市总量 1/5 的接送转运任务。

“我们获得了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 ’ 和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

两项沉甸甸的荣誉， 这离不开全体支部党

员日日夜夜辛劳付出的汗水， 更是所有机

场转运人的荣耀。” 临时党支部书记郑耀抚

作为代表， 参加了前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

他表示， “我们的队伍将继续坚守东大门，

尽心尽责筑起全流程的管理闭环。”

以党员的身份去战斗

3 月 6 日， 浦东新区抽调机关公务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员工， 组建

机场转运工作志愿者队伍。 短短两小时内，

200 多名党员主动报名请战。 半年来， 共有

500 余名党员志愿者参加机场转运保障工

作， 累计接送转运 2 万余名入境人员。

“‘战队’ 虽是临时组建， 但我们是有

体系、 有方向地冲锋。 因为， 我们有党组

织。” 郑耀抚说， 临时党支部成立了 4 个党

小组， 明确 8 名党员骨干担任驻场指挥兼

党小组长， 确保党支部班子成员相对稳定，

把党支部打造成了机场接送转运 “铁打的

营盘”。

一分钟行前会， 从临时党支部成立沿

袭至今。 “今天有多少航班、 最新的疫情

情况、 操作上的注意事项、 近期的典型个

案……” 每天从 “大本营” 出发前 ， 总指

挥必定站在 “战队” 面前， 反复强调重点，

为战友们加油鼓劲。

“四史 ” 学习教育微信红课堂则以

“战场” 作为课堂。 每天， 志愿者们把工作

感想用 “闪光金句”、 战 “疫” 日记等形式

分享给大家。 尽管每天分享的篇数有限， 但

大家的热情非常高， 往往是排着队分享。 在

7 月 1 日等时间节点上， 临时党支部还举办

主题党日活动， 重温入党誓词、 入党积极分

子递交入党申请……有的党员在日记中写

道： “穿上洁白的防护服， 我们就是守护上

海东大门的 ‘大白’， 守好进入上海的第一

道防线， 是我们光荣的使命！” 有的党员表

示： “当我穿防护服站在党旗下， 我感到了

神圣的使命感， 我要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

去战斗！”

疫情不退， 守卫不撤

包括穿防护服的半小时 、 路上的一个

多小时， 一次值班要在防护服里待上足足

14 个小时， 脸被勒到变形、 鼻梁被压出水

泡， 这些都是转运 “大白” 们 “战斗 ” 留

下的痕迹。

“我们 ‘战队’ 一成立就碰上了最难

的时候 。” 郑耀抚记得 ， 当时人最多的一

天， 有近 600 名入境人员需要转运 。 志愿

者们既要精准转运入境人员， 安抚旅途疲

惫的人们， 又要耐心细致地解答他们的疑

惑。

危难时刻， 彰显党员本色。 党员徐和平

四上 “战场”， 从一般的志愿者到战队指挥，

在岗位上坚持了 56 天， 带领新队员守好一

道关、 护好一城人。 “大白” 队伍里也有党

员 “夫妻档”， 舍小家为大家同时奋战在转

运一线， 还有的党员上午刚领好结婚证， 中

午就义无反顾投入工作一线……在身边党员

的感召下， 七成群众志愿者向党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

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 “ （隔离点 ） 送

不进 、 （机场 ） 接不出 ” 情况 ， 志愿者

们以高度的责任心 、 百倍的担当 ， 持续

改进工作程序 ， 把工作流程办理时间一

减再减。

进入 7 月， 上海气温升高， 航班增加，

党员志愿者们再一次遇到挑战。 “航班没

有休息天 ， 志愿者也是没日没夜地工作 。

厚实的防护服 、 N95 口罩把人裹得严严实

实、 密不透风， 大家靠着信念， 咬着牙坚

持了下来。” 郑耀抚说， “疫情不退， 守卫

不撤， 我们要让党旗在外防输入第一线高

高飘扬。”

织密上海这个特大型城市公共卫生防控网
沪上医护和医学界科研人员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受激励———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的大无畏气概， 铸就了生命至上、 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

抗疫精神。 ”前天，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连日来，沪上医护和医学界科研人员认

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他们深受激励纷

纷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将继续

坚守岗位，筑起最牢防线，守护人民安全。

冲破黑暗夜，重见满天星。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这场大战中，上海 25 万名医护

人员践行初心使命，携手众多凡人英雄，面

对大考，交出亮丽答卷，也勾勒出一幅幅难

忘的画卷———小年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鸣孤身 “逆行”，

成为沪上首位驰援武汉的白衣战士； 除夕

夜， 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 135 名队员白衣

为甲，留下坚定背影；在机场、海关等防疫

最前线，上海疾控工作者为国“守门”；在实

验室，科研人员彻夜接续攻关……

青年在抗疫大考中快速成长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这次抗

疫斗争中，青年一代的突出表现令人欣慰、

令人感动。 参加抗疫的医务人员中有近一

半是‘90 后’、‘00 后’，他们有一句话感动

了中国：2003 年非典的时候你们保护了我

们，今天轮到我们来保护你们了。 ”

为支援武汉 ， 上海先后派出九批次 、

1649 名援鄂医疗队员。 据上海市卫健委统

计， 这 1649 名援鄂医疗队员里， 护士 1041

名 ， 其中 ， 年龄最小的 22 岁 、 最大的 55

岁， “90 后” 占 44%。

?多人觉得 “90 后” 还是孩子， 但是，

经过这次实战磨炼， 曾经的孩子已能独挑大

梁。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呼吸治疗师陈荣璋出生于 1994 年， 随

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驰援东西湖

（武汉客厅） 方舱医院。 陈荣璋说， 疫情之

初， 自己便 “时刻准备着”， 只等医院一声

令下， 用专业技能报效国家、 用热血青春服

务人民。

未能踏上 “战场”， 还有一群 “准” 医

生们在后方跃跃欲试。 “疫情肆虐时， 无数

共产党员身先士卒， 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与

担当。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 医学生， 我更加

清晰地感受到青年人应该具有的意志力与作

战力， 也更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 复旦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7 级公卫预防医学专业

本科生陈润迪说。

作为首批出征的上海援鄂医疗队队长，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华赴京聆听

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除全身心投入工作，他

也将伟大的抗疫精神化为对青年学子的鼓

励。 9 月 1 日，郑军华就为华东师范大学第一

附属中学的全体师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他

回顾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 67 天， 告诉学生

“抗疫阶段性胜利的原因是组织的威力、斗争

的本领、牺牲的精神和信念的力量”，勉励学

生努力学习，规划好人生，以高度的“专业精

神”投身祖国建设。

构筑“上海防线”守护城市安全

“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 我们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

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

直面疫情， 上海全体医务工作者拧成一

股绳。

上海市疾控中心病原所党支部书记陈敏

说：“作为一线防疫工作者， 我感受到了党和

国家，以及全社会对我们的支持。 尊重科学、

坚持科学防控，让我们的工作更有实效，更有

意义。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更有动力和使命

感。 我们会坚守初心，为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还有科研人

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一批科研工作

者勇挑重担，用科技赋能战“疫”。

“我们科研工作者参与抗疫，为新冠肺炎

检测试剂盒的推出贡献了自己力量。”上海交

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古宏晨表

示，他们将继续努力，“用实际行动践行‘把论

文写在服务医患民生一线中， 把成果用作解

决临床医疗难题上’的抱负。 ”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病原生

物学系副主任陆路研究员是研究病毒抗体的

科学家，从疫情发生至今，他和课题组每天恨

不能工作 24 小时，只为对病毒抗体研究的突

破有所贡献。 “通过抗疫一线科研攻关的洗

礼，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研的目的是为

了人民。只有练好内功，才能真正为国为民。”

继续奋战在防疫关键点关节点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零星散

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夺

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还需要付出持续努力。”

守好“入城口”、抓住“落脚点”、管好“流

动中 ”、服务 “就业岗 ”、看好 “学校门 ”、用好

“监测哨”，上海 25 万名医护人员依旧奋战在

战“疫”的关键点关节点，深入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

作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 疫情

警报拉响的那一刻，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全体公卫人便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

治”的原则，提供“一人一策”的个性化救治方

案，集全市优势医疗资源抗击疫情。在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 市公卫中心主

任朱同玉作为代表领取了 “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的奖牌与证书。“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属于公卫人的战斗不会停歇，我们

会坚定打好疫情防控‘下半场’。 ”朱同玉说。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

们既要总结抗疫以来形成的经验以及行之有

效的做法，并形成制度，做好推广，也要认真

分析公共卫生领域应急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

一些问题和不足。”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

丹表示，要按照总书记要求，抓紧补短板、堵

漏洞、强弱项，弥补好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

板和不足，特别是做好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

织密上海这个特大型城市公共卫生防控网

络，守住防控安全底线。

■本报记者 唐玮婕

转运车辆由普通的公交车改装而成， 小组成员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倪竹馨摄

▲浦东新区一家隔离留

观医院的医护人员 “逆行 ”

在走道上， 准备给病人的生

活垃圾消毒。

茛战“疫”中，上海医护工作者同心合力冲锋在第一线。 图为浦东新区一家医学隔离观察点的医护人

员连续工作， 防护镜内满是甘于奉献的汗水和热气。 均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蒲苇摄

检查人员超124万人次，

牢牢守住上海西南大门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
二十四大队大队长杨强———

G60沪昆高速枫泾道口，是进入上海的陆路西南门户。

每天车流量5万，节假日高峰一天车流量达13万。道口查控

是上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第一道防线， 必须严格到

位，一个不漏，不降标准，难度可想而知。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 上海市交通

委员会执法总队二十四大队大队长杨强获得 “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此前，杨强和同事负责G60

沪昆高速枫泾道口交通执法任务。从1月23日到3月24日，

杨强团队共完成检查人员1244421人次、 车辆665416车

次，其中来自重点地区人员3617人次、车辆1071车次。

“在大会现场，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世上没有从天

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杨强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和身边的同事都是

普通人，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荣誉是对我们

基层一线的最大肯定与鼓舞，将更加激发我们的斗志。 ”

1 月 23 日，恰逢农历小年夜，杨强接到交通执法总

队下达的防疫任务。 当时留给杨强统筹安排的时间和人

手极为有限，加上防护装备一时无法到位，疫情防控要直

接面对查验的车辆和人员，风险难以预料。但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杨强拿出家中储备的所有口罩以备急

用，带领队里 5 名备勤同志，分为三组，火速奔赴 3 个驻

勤点，成为第一支到岗的交通执法队伍。

春节假期过后， 防控形势仍在升级， 入沪车辆不断增

多。 杨强始终带领队员们坚守岗位、毫不松懈，严格执行

“逢车必检、人人过查”。

2 月 11 日 20 时，在 G60 公安检查站，杨强协助公安

在一辆轿车的后备厢中查获一名来自重点地区的女子。

这使他敏锐意识到， 市民因对查验工作不了解而产生惧

怕心理。 此后工作中，他不仅带队将防控要求一一落实，更

不厌其烦完善措施，把道理说清楚、道明白。

杨强表示，疫情还没结束，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完成。

“忠诚、担当、奉献，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和追求的

崇高品质。 我要以伟大的抗疫精神为指引，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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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

祸福避趋之。 在中国这片土

地上， 总有一些人在关键时

刻选择挺身而出，选择担当，

以壮举彰显信仰。

在前天举行的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 ，

钟南山被授予 “共和国勋

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

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

号。以国家之名致敬英雄，人

们难忘这一幕：在雄壮的《向

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

近平总书记为他们一一颁授

勋章奖章， 并同他们亲切握

手，表示祝贺。

四位“国士 ”，清一色披

着白衣战袍； 熠熠生辉的勋

章奖章， 熔铸着他们的贡献

与担当。 诚如总书记所言 ：

“广大医务人员是最美的天

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

们的名字和功绩， 国家不会

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

会忘记， 将永远铭刻在共和

国的丰碑上！ ”

从四位 “国士” 的步伐

中， 就能清晰感受到英雄的

伟岸。 84 岁的钟南山院士，

步履依旧稳健，“生逢盛世，

定不负盛世”的铿锵誓言，何

其豪迈。 切除胆囊三天后就

走上抗疫一线的张伯礼 ，以

一句“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

武汉了”，彰显一代医者的家

国情怀。 迈着蹒跚步子的张

定宇是一位患有“渐冻症”的

医院院长，武汉陷入“至暗时

刻”时，他依旧选择坚守，从

未停下救治患者的步伐。 一

身英姿、 迈着军人独有步伐

的陈薇院士， 在实验室与病

毒赛跑， 跑出了新冠疫苗研

发的“中国速度”！

在四位“国士”身后 ，一

幅英雄群像蔚为壮观， 动人

心魄！过去 8 个多月，一批白

衣战士逆行出征，舍生忘死，

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防

控战中，书写了一曲曲生命的壮歌。 中国的抗疫斗争，充

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幸哉！ 这种民族精神依旧融入

于今日国人的骨血里。此次战“疫”就是最好的证明。大疫

来袭，武汉和湖北是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战场，武汉胜则

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为此，346 支国家医疗队、4 万

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 很多人在万家团圆的除夕

之夜踏上征程。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壮哉！ 从这场生命大救援的接

力中，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磅礴的中国力量。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打响后，最优秀的人员、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

设备千里驰援， 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

应从紧缺向动态平衡的跨越式提升。

紧密团结，众志成城。美哉！“天使白”、“橄榄绿”、“守

护蓝”、“志愿红”迅速集结，这幅多彩的战“疫”图景，呈现

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广大人民群众一起

绘出的最大同心圆，形成的最大向心力。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今天的“国士”之所以备受

爱戴，成为国民偶像，成为时代最亮的明星，就是因为他

们的生动践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这一伟大抗疫

精神在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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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记者 李晨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