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态
城
医
院

4 2020年5月13日
星期三

责编：张港 校对：肖仲 制作：高志翔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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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检查燃气安全
关爱高龄独居老人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首创国际社

区党委依托“党建红网格”，和共建单位美景

园煤气站联合开展了主题为“关爱高龄独居

老人，提高安全使用燃气意识”的红色志愿服

务活动，对辖区内高龄独居老人的天然气安

全、使用等方面内容进行上门检查。

一大早，从“组织在线”平台认领任务的

美景园煤气站志愿者来到社区，和社区工作

人员一起到独居老人家中，对天然气阀门、燃

气胶管是否老化，连接处是否使用管箍等情

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

更换了新的煤气胶管。检查过程中，社区工

作人员和美景园煤气站志愿者还向老人宣传

了燃气安全使用常识，同时，对如何正确用

电用气以及相关注意事项、发生火灾后如何

报警或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进行宣传。

“疫”线绽放青春风采 街道团组织、团员受表彰

新北街有这样一群“硬核”青年
青春力量“疫”线绽放

“您好，请您配合测量一下体温。”疫

情发生以来，在小区门口，居民们总能看

到社工李想的身影。她细心地给每一位

进入小区的居民测量体温，并查验居民的

健康码。遇到上了年纪的人不会办理健

康码，她就耐心地向老人们讲解健康码的

申请程序。每一项工作，她都做得有条不

紊。疫情防控期间，李想还多次排查网格

内外地返津人员、天津宝坻返滨人员、湖

北（武汉）返津人员、境外返津人员等相关

情况，对百余名各类返津返滨人员进行居

家隔离观察，并及时满足其生活需求。此

外，组织社区团员青年参与线上志愿捐款；

拍摄、绘制或书写助力湖北武汉抗疫的作

品；定期与辖区内一名支援湖北医务人员

家属联系，及时为家属提供服务和帮助等

工作中，依然有她忙碌的身影。

李想也是新北街青年志愿者的典型

代表之一。在他们当中，还有在参加社区

防疫志愿者工作的同时以笔为援，协助讲

好战“疫”故事的街道工作人员李泽坤；严

格要求自己，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基层工

作中的街道工作人员陈晓旭等。在“五

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团市委授予共青团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北街道工作委员会“天

津市五四红旗团工委”称号。团区委授予

街道李泽坤、陈晓旭2名团员青年“滨海

新区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授予新北街首

创国际社区团支部李想“滨海新区优秀共

青团干部”称号，授予街道机关团支部“滨

海新区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突出思想建设 凝聚青春力量

新北街道团工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新北街道团工委一以贯之坚持团结带

领广大团员青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从严治团、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在街

道重大活动和各项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

在服从服务于街道中心工作的同时，积极

发挥党的后备军作用，以教育青年、服务青

年为出发点，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

为载体，开展了大量实质性工作。在抓思

想引领、突出思想建设，抓基层建设、提升

团组织覆盖率，抓基层支部、严格团组织生

活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

在抗击疫情期间，团工委集合青春力

量，第一时间发出《致新北街道广大团员

青年的倡议书》，招募青年志愿者912人，

发动 222 名团员青年为疫情防控工作筹

款1.19万元。开展暖心帮扶一线医护人

员家属活动，为每户送去价值200元的慰

问品，并送上慰问信和“暖心服务联系

卡”，通过线上宣传和线下服务的形式积

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今后，街道广大团员青年、团干部和

基层团组织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

集体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

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扎实

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记者 韩春霞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2个全国

防灾减灾日，为“提升基层应急能力，

构筑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近

日，新北街道办事处联合消防救援部

门、街道公共安全办公室和安监中队

在贻成豪庭社区开展了防灾减灾科普

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消防安全大

篷车、社区电子显示屏、消防安全宣传

展牌、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居民宣传消

防安全生活知识和防火应急技能，强

化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增强抵

御灾害风险的能力。本次活动设置展

牌4块，发放温馨安全提示500余张、宣

传海报100余张、宣传手提袋100余个、

宣传围裙60余个。

文/记者 韩春霞 图/记者 贾磊

防灾减灾日
宣传进社区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日前，新北

街贻成尚北社区党委围绕增强基层党

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有效推进社

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

以“五议两公开”的居民代表大会为契

机，推广“党建红网格”。

会上，社区党委向与会人员发放了

操作指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虞宝俊介绍了建设“党建红网格”的意

义，并指导大家加入红网格，学会认领

任务。贻成尚北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社区党委将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协调

配合，拓宽便捷、快速、准确的社情民意

反映和处理渠道，真正把基层需要、党

员群众需求放在首位，打通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米”。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疫情防控期间，新

新家园社区以“组织在线”为平台，搭建起以6

个网格支部为基础的服务治理格局，为大病困

难家庭送去关心关怀。

近日，社区在线发布了一条“爱心传递”任

务，成功领取任务的红色网格员在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刘佳敏的带领下来到郑栋全

家，为他送去500元红十字会爱心慰问金。郑

栋全患有尿毒症，家人尽全力为他做了换肾手

术，遗憾的是手术并不成功，极度虚弱的他完

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家中的两个孩子还在上

学，生活拮据，网格员的来访，让郑栋全的妻子

热泪盈眶、备感温暖。刘佳敏鼓励他们要对生

活有信心，今后会有更多的志愿者用爱心细心

守护好辖区的每一位居民。

“红网格”让爱在线
为大病困难家庭送关怀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为巩固创卫成果，加

强环境卫生管理，日前，贻成峰景社区组织开展

卫生清整活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活

动中，社区党员、志愿者、物业协调配合，对辖

区内的卫生死角、楼道堆物、楼内小广告、小区

内绿化带等进行了集中清理和整治。通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小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清整环境卫生
志愿者在行动

召开居民代表大会
推广“党建红网格”

在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团市委授予共青团天津市滨海新区新
北街道工作委员会“天津市五四红旗团工委”称号。团区委授予该街道李泽
坤、陈晓旭2名团员青年“滨海新区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授予新北街首创国际
社区团支部李想“滨海新区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授予街道机关团支部“滨海
新区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多项荣誉取得的背后，与新北街道团工委扎实推
进团的基层建设，带领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是分不开的。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新北街道，采访了解了荣誉背后的故事。

贻成尚北社区

南丁格尔说：“护士是没有翅
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白衣天使”
们逆行出征，英勇无畏地投入疫情
防控第一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今年5月12日，又迎来“白衣
天使”的专属节日——第109个国
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将今年护士节的主题确定为“致敬
护士队伍，携手战胜疫情”。记者
走进北京大学滨海医院等新区多
家医院，重访支援湖北医疗队的
“白衣战士”们，向守卫生命、守护
健康的护士队伍感恩、致敬。

重温逆行时刻 致敬白衣天使

5月12日早上8点，在海滨人民医院重症

监护室，支援武汉后回归工作岗位近一个月的

王君颜像往常一样忙着为重症患者注射泵加

药、进行医嘱登记。“以前觉得护士就是一个职

业，去了武汉后，觉得这个职业很高尚。”

今年26岁的王君颜是小王庄镇南和顺

村走出来的姑娘，在海滨人民医院工作了6

年。在父母眼中，她一直是个小女孩，可听

到她支援武汉抗击疫情的消息时，父母顿时

觉得女儿长大了。在武汉江汉开发区方舱

医院，王君颜每班工作至少6小时，最长10

个小时没有喝水、没有上厕所。她带头主动

参与采集咽拭子标本等高风险操作，悉心做

好患者心理疏导工作。因为防护服不透气，

护目镜上常常有雾气，一次在给一位阿姨测量

完成后，阿姨自己主动说出王君颜看到的测量

结果。“你们穿这衣服太辛苦了，我念出来帮你

们一点忙。”阿姨的一番话，令王君颜备感欣

慰。给病患发饭的时候，叔叔阿姨们都向她连

声道谢，这让君颜心里有一股股暖流流过。

支援武汉归来，王君颜回到重症监护岗

位，看到眼前的患者，她总是回忆起在武汉难

忘的经历，也怀念在武汉护理过的每一位患

者。王君颜说，此次抗击疫情，她更明白了自

己的责任之重大，殊荣愧不敢当，她只是千万

医护人员中的普通一员。 记者 李婷婷

时报讯（记者 战旗）5月12日，空

港医院的白衣天使迎来了第109个国际

护士节。来自区域内企业天津三星电

机的员工与空港医院护士共同举办了

护士节联谊活动。同时，三星电机员工

为护士们送去了鲜花和礼物，以表达诚

挚的敬意和感谢。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5月12日，

天津医科大学中新生态城医院举行了

“疫路天使——纪念‘5·12’国际护士节

特别活动”，9 位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护

理人员以云视频的方式进行演讲，讲述

了他们抗击疫情过程中的故事和经验。

生态城医院内科护士长孙晓方支

援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病房，由于业

务能力强，被火线任命为代班护士长，

承管两个病区的临床护理和护理管理

工作，自己还要承担病情危重患者护

理工作，即使汗水浸透衣衫、皮肤磨

破，她也从不退缩；医院主管护师杜彩

虹以图片、文字的形式回顾了支援武

汉江汉经济开发区方舱医院的经历。

其他 7 位护士也多角度讲述了投身发

热门诊工作，奋战在隔离病房，支援集

中隔离点等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展现

了全院护理人员抗击疫情过程中克服

困难、尽忠职守的风采。

该院副院长房振环表示，此次纪念

活动是对抗击疫情过程中护理工作作

出的阶段性总结。全院医务工作者积

极参与抗疫，医院不仅派出了 11 位医

护人员支援武汉，医院本院也是抗疫一

线，许多医护人员奋战在发热门诊、预

检分诊、门诊等岗位上，都为抗疫做出

了巨大贡献。

聚焦国际护士节国际护士节

“护士长，你煮的鸡蛋真好吃！”昨天是

护士节，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综合

外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王彦玲前一天晚上

就用特制的卤水煮好鸡蛋，作为护士节礼

物，一早分给科室的同事们。“忙起来的时候

吃不上饭是常事，鸡蛋既能当早饭，又能当

午饭。”王彦玲说。

今年50岁的王彦玲，有着30多年的护理

经验。2月15日凌晨4点，她接到支援武汉的

通知，被任命为天津第九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副队长、临时党支部委员，负责医疗队的人员、

组织、防控、排班、生活保障、管理等诸多工

作。她参与制定并修订医疗队工作制度和工

作流程，带领队员们进行防护培训千余次。

“怎么样，有老妈看孩子，这回你就放心

了。”在楼道里，王彦玲遇到了同事刘庆丽。

刘庆丽也是一位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为

了做好医疗队队员家属的关心关爱和后勤

保障工作，医院针对刘庆丽的两个孩子没有

人照顾的情况，特意派专人从老家将刘庆丽

的母亲接到新区，解除了她的后顾之忧。刘

庆丽2月9日接到支援武汉的任务，先后参与

江岸方舱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西院

患者救治工作。“在那段特殊时期，收获最多

的就是感动。”刘庆丽说，医院领导的关心、同

事们的帮助、班车师傅的贴心守候……点点

滴滴都彰显了人间大爱，激励着她在岗位上

努力工作，帮助更多患者。 记者 刘芸

“90”后男护士李鹏超▲

逆行出征 今生无悔“
1994 年出生的李鹏超

是北京大学滨海医院重症医

学科的一名男护士，被称作护理行业的“特

种兵”、护士队伍里的“奇特物种”，在疫情发

生后又多了一个的“抗疫英雄”的标签。如

今，平安返津后回归工作岗位近一个月的

他，又像往常一样精心护理着每一位重症患

者，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绽放青春。

调整血滤，注射泵加药，医嘱登记……10

日上午10点，李鹏超正在重症医学科病房7

床前忙碌着。这是一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

者，9日晚上刚刚入住病房。“重症患者多数会

出现谵妄，醒来后拳打脚踢也是常有的事，约

束带能起到安全辅助作用。”忙了近半个小时

后，他细心地为患者调整了一下风险约束带，

又和同事一起整理了一下被子。

重症医学科病房 24 小时无家属陪护，

李鹏超和同事要负责的不仅是为患者输液、

送药、参与抢救和病情监测，还承担着患者

进食、翻身、拍背、清洗和擦拭大小便等生活

照料任务。12个小时的一个班次，不管是白

班还是夜班，李鹏超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

放松，饿了就啃张大饼对付一口，困了就在

病床前走动巡视。“作为一名护士，要有完备

的理论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良好的应变

能力和一定的承受能力，面对突发状况不能

自乱阵脚，男护士精力更加充沛，在体力上

更占优势。”提到从事护理工作的初衷，李鹏

超说是缘于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欢，“就想去照

顾人、帮助人。”也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

疫情发生后，李鹏超第一时间主动请缨以“逆

行者”的身份回到读大学的城市，1月26日，

如愿成为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首批队员，

在武钢二院“红区”穿着防护服奋战了 52

天。“每天跟病魔决战，见证生死、承受感染

风险，既然选择了这份光荣而神圣的职业，

我就无怨无悔。”李鹏超说。

5月12日9∶15，刚下夜班的李鹏超略显疲

惫，这一夜经历了两轮大抢救，“每次看到经过

治疗和护理的危重患者平安转到普通病房，就

觉得一切付出都更有价值了。” 记者 杜红梅

“白衣战士”王彦玲、刘庆丽

▲
人间大爱 激励前行

重症监护室护士王君颜

▲

父母眼中的小女孩长大了

“疫路天使”云上讲述逆行故事

空
港
医
院

联谊活动 感恩护士

李鹏超在病房做护理工作李鹏超在病房做护理工作 记者记者 陈宝麟陈宝麟 摄摄

刘庆丽刘庆丽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王君颜在武汉方舱医院时护理病人王君颜在武汉方舱医院时护理病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王彦玲王彦玲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