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有号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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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一线，，把满腔热情挥洒在疫情防控工作把满腔热情挥洒在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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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新春，是一个极不寻常的
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国
人的心。惠州惠东海事处党支部在
惠州海事局党委的领导下，认真按
照交通运输部“一断三不断”原则和
相关要求，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全力防疫情、保安全、保畅
通、优服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中，引领海事青年冲锋在前，让鲜红
的党旗在战“疫”第一线高高飘扬。

都别跟我抢，春节我来
上班!

年前商量春节值班时，还没等
大伙儿开口，惠州惠东海事处党支
部书记涂日粦便一马当先地抢着
说：“谁都别跟我抢啊，春节我来上
班。你们都回家陪陪家人吧。”

除夕那天，涂日粦带着处里的
执法人员走进了辖区船舶公司和游
艇码头，“老乡，这次疫情来势汹汹，
你们在船上要做好自我防护，定时
测体温，记得要经常消毒通风，如果
生活物资、医疗卫生物资缺乏，你们
就跟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们送过
来。”这也是涂日粦每天对停留在辖
区的船舶所不断重复的话语。

当天晚上，回到惠东海事处的
厨房里，涂日粦给自己煮了一碗热
腾腾的挂面，一边盯着电子巡航系
统，一边就这样吃完了他的年夜饭。

保障抗疫和重点物资运输和生
产，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惠东
海事处负责大亚湾东到汕头虹海湾西共
172 公里海岸线的水上安全及防污染监
管，包括保障平海电厂的航道施工、电煤
水路供应、电厂辅料船疏导、太平岭施工
基地水上航线正常运转及水上搜救等工
作，辖区每天货物吞吐量不下 40000 吨，
航道压力很大。

“我们常说，党员干部要冲在最前线，

什么是前线，现在就是前线。疫情
当前，作为一名党员我们必须顶上
去，这既是党员的职责使命所在，更
是入党时立下的光荣誓言，越是这
样关键时刻，越能检验我们的初心
和使命。我们的工作既是保安全、
保畅通、保水域，也是保民生，保生
态、守南海，要服务于经济发展、服
务于人民利益，一点都容不得马
虎。”涂日粦如是说。

参与这场战“疫”是我
这辈子光荣又难忘的事儿!

身为惠东海事处巽寮大队队
长，同时又是一个党员，春节期间周
楠连续 96 小时投身海事安全监管
和疫情防控工作现场，没有叫一声
苦。今年开工后，由于疫情形势严
峻，个别家在外省的同志不能按时
返岗。作为队长，他力扛这面战

“疫”旗帜，成了队上起得最早，睡得
最晚的那个人。

连日来，他一直坚守在惠东水
上疫情防控第一线，通过现场巡航、
高频扩音器喊话、智慧海事平台信
息提醒、CCTV 监控、微信工作群等
方式，一边开展对船员的疫情防控
宣传及体温测试，一边对船舶进行
水上安全警示宣传，防止发生水上
交通事故和险情，每天都上船宣传
10余艘次。

他说：“我是党员，只是这次战
‘疫’里普通的一员，相信我们众志成城，
总有胜利的一天。能参与这次战‘疫’，
是我这辈子光荣又难忘的事儿 !”
和从医的妻子一起当“逆行者”

今年的春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惠
州惠东海事处巽寮海巡执法大队队员冯
永浩主动要求奋战在海上疫情防控第一
线。他的妻子是一名医生，今年的春节也
坚守工作岗位，夫妻俩在这个特殊时段共
同战“疫”。他更是发挥妻子是医生的优
势，充分利用妻子告诉的疫情防控知识，
每天对海事处办公场所、宿舍公共区域、
洗手间、门把手、前台业务办理和宣传设
备、垃圾桶等重点部位进行清洁消毒，并
为当地的船员和乘客讲解疫情防控知识
和技能，提醒群众少出门、不聚餐、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等自我防控措施。

随着疫情形势的日益严峻，他反应迅
速，认识到物资保障是重要任务，第一时
间让妻子帮忙打听采购口罩的渠道和途
径，张罗着为海事处紧急采购口罩，想方
设法保障一线执法人员的自身防护和身
体健康，并不忘督促辖区船舶、船公司准
备好口罩、消毒用品等工具。

“疫情面前，我就是战士”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啊，我都好久
没穿过你的帅气制服啦 !”惠州惠东海事
处巽寮海巡执法大队队员朱恕霭是一名
二胎爸爸，大儿子 5 岁，小儿子 5 个多月，
腊月二十九这一天，家人跟他发来了视频
通话，“嘿嘿，快啦快啦 !等我忙完这几天
就回家，给我的宝贝儿子穿爸爸的‘战袍
’!”面对家人的的盼望，朱恕霭说了几句
便匆匆挂了视频。

接下来，除夕及初一，他还是没有回
家，考虑到单位疫情更需要人手，他义无
反顾选择了以单位为家，舍小家、顾大
家。

每天清晨起床后，朱恕霭便将最新的
疫情防控信息发送到工作群里，叮嘱同事
做好防疫工作，引导大家加强自我防护意
识，并担负起对辖区船舶动态跟踪及监
控、现场船舶疫情防控宣传、通航秩序维
护等工作任务。

“疫情防控斗争让我对党有了更深一
层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和信
念。虽然我只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但从
我提交入党申请书那刻开始，就做好了准
备，时刻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疫情
面前，我同样是战士 !”朱恕霭说道。

不等不靠，我们都是勤务兵
——舍小家为大家，逆行向北！

作为家里的独子，“90 后”的朱梦华已是
两个孩子的父亲，然而战“疫”形势严峻，职
责在身，身为青年党员的他毅然逆行向北，
冲向了岳阳长江防“疫”一线！

“陆城大队，我是指挥中心，现在你辖区
有‘宏远油’船舶船员中风，请求出艇转移病
人……”正月初一一早，朱梦华随身携带的值
班电话响了。随即他召集起了执法人员和船
员，又联系上该船船长，同时电话联系当地
120 急救中心，报告病人情况。急匆匆将生
病船员送上救护车后，他才发现，防寒服被
冬日的雨水几乎淋透！

“宏声**，你船始发港哪里，在湖北有无
上下人员，装什么货物，船上人员有无感冒
发烧的？”同样的问题，朱梦华与他的同事们
一天至少重复二十多回。结合进出港报告系
统，朱梦华所在的大队全面掌握了辖区内锚
地所有船舶基本信息和人员基本信息，并将
详细情况向岳阳海事局指挥中心、当地疾控
中心进行了报告，确保掌握辖区船员疫情的
一手情况。

勇挑重担，我们都是冲锋队
——哪有岁月静好，不过负重前行！

“我是青年党员，家里负担也相对轻些，
过年期间我来值班吧！”1月 21日，刚刚履新
三江口执法大队副队长赵学禄主动向领导请
缨。谁知随着疫情形势日益严峻，部分外地
的同事无法赶到单位，他的值班一直持续了
15天，直至 2月 4日。

说起来家里负担轻的他，哪有那么多岁
月静好——新婚半年，岳父因为癌症病逝。
去年岳母又诊断为肺癌进行了手术。年幼的
女儿才三岁，家里正是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
顾的时候，这个春节却没有一天能在家好好
的陪伴家人。“选择了海事，就是选择了奉
献”，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 月 23 日，武汉疫情爆发，地方政府要求
关停渡口，他连夜对辖区四条客渡船发出禁
航通知，挨个打电话通知每一位乡镇管理员
和渡船船员，不遗漏任何一个。为了防范可
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第二天清晨 6 点，他和同
事就出艇对辖区渡口现场盯防，宣传解释、
劝阻旅客乘船，将地方政府通告和禁航通知
书张贴到每一个渡口，每一条渡船。

召之即来，我们都是预备役
——我年轻，我来！

今年是郑龙军从小到大在外度过的第一
个春节，作为一名转正不久的“新海青”，他
本可以返回安徽与许久未见的家人团聚，但
是郑龙军主动要求春节留下来值班。“我还
没成家，没有家庭负担，让别的同事回家团
聚，我就留下来值班吧。”为了加强辖区疫情
防控宣传，郑龙军从 1 月 18 日至今，已经连
续 21昼夜奋战在一线，与疫情战斗。

值班期间，他每隔几天就会接到一次船员
打来的求助电话，为解船员“燃眉之急”，其所
在大队累计为船方送达生活物资近 600多斤，
做到了辖区无一船员上岸，对坚决阻断该水
域的病毒传播途径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全力确保实现“一断三不断”的工作目
标，郑龙军一方面通过业务信息化平台及时

掌握重点物资运输船舶的进出港信息，另一
方面加大宣传，鼓励辖区缴费人采取远程申
报电子支付的方式缴纳港口建设费。在疫情
防控期间，郑龙军征收港口建设费 89108 元，
保障重点物资进出 44554t，为辖区重点物资
运输船舶办理船舶危险货物进出港审批 99
条 ，网 上 进 出 港 报 告 核 查 163 条 ，核 查 率
100%。

一马当先，我们都是“战疫尖兵”
——疫情无情，海事青年有爱！

今年是他加入海事大家庭的第三个年
头，但这一年对于他来说，可能会终生难
忘。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坚决阻断病
毒传播渠道，抗击疫情，殷雷一直都坚守在
疫情宣传与服务船员抗疫一线。

殷雷每日一大早便跟随大队长巡查辖
区，给新到港船舶所有船员进行体温检测，
并进行新型肺炎防控的安全宣传。得知很多
船舶因为疫情事发突然，没来得及准备防疫
物资，他一一进行统计，为多艘船舶送上了
口罩、消毒剂等必要的防护用品。为解决船
方的燃眉之急，殷雷将每一艘船舶采购需求
都记录了下来，附近农贸市场都已经停业，
他便向食堂大叔要来联系方式，主动联系各
农贸市场经营户，积极对接各船舶物资需求
并进行购买打包，将生活物资送往各船舶，
并告知船员如有困难及时联系海事。

2 月 6 日，将一天的新闻动态巡航数据等
一系列常规工作完成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了宿舍。当连续工作了十几天的他接到
了爸妈发来的微信视频聊天，这才记起来原
来今天是他生日……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疫情

防控严峻形势下，他们是疫情防控前线的一
个个缩影，在洞庭之滨，还有许许多多的海
事人奋战在防疫的一线，他们虽然普通且平
凡，但在这关键时期，当人民需要、国家需要
时，他们克服家庭困难，舍小家、顾大家，勇
于担当，甘于奉献，用实际行动诠释为人民
服务的铮铮誓言；他们是抗击疫情路上的

“逆行者”，是保障岁月静好的“守卫者”，他
们用行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上，为群
众构筑起一道道钢铁防线。

对船舶和船员来说，连云港海事局船舶
交通管理中心（简称“交管中心”）值班员可
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常年在电波
后面遥控指挥，对 VTS 覆盖区的每一条船舶
进行动态监管、提供助航服务，守护往来船
舶安全进出，是江苏北部海域“24 小时不打
烊的‘店小二’”。

面对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他们挺身而出，
担当起辖区船舶疫情的动态防控和全局疫
情防控指挥任务，奋战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第
一线，用青春、智慧和汗水擦亮党员先锋的
政治底色，让党性的光辉在电波闪耀。

疫情为令，随时待命！

“我是党员我先上！”
“我没问题，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书记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
当交管中心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刘贤君

向值班员们征求将原来“五班三运转”班次
调整为“24小时连轴转”的意见时，大家主动
请缨，没有人退缩，没有人抱怨，表示一切服
从疫情防控的需要。

然而，班次调整带来了工作的高强度：原
先由 12 个人完成的 24 小时值班工作现在由
4 个人完成，工作量瞬间增加 300%，这还没
算上因为防控疫情所带来的额外工作。

交管中心是海事部门动态监管的“核心
中枢”，也成为连云港海事局疫情防抗的“信
息中枢”。这就意味着，值班人员在开展船
舶进出港交通组织、动态违章等监控工作
外，还要按照规定时间收集、报送全局疫情
防抗数据和动态，关注在港船舶和船员的防
控情况。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 24 小时连轴
转的巨大工作量，还得时刻绷紧神经不能错
过任何细节、发生任何闪失。

经过一段时期的运转，每一位值班员基
本上都面带“菜色”，眼睛通红，疲惫不堪，但
没有人叫苦喊累、轻言退出。

支部委员王飞是该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办公室成员，也是交通运输部和部海事局疫
情防控联络员。春节期间，他取消了回老家
探亲的计划，曾经连续五天连轴转，轮休时也
坚持每天去值班室了解情况。他每天给自己
定了早晨 5点半的闹钟，以确保每天 7点前能
按时将联防联控日报表报送到部应急办。疫
情防控以来，每一个电话，每一封传真，每一
篇疫情报表，都准确无误完成对接。

“身为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是我们的义
务。疫情当前，没有条件，我必须上！”王飞
坦言，连续 120小时的值守确实很累，但是值
得。

尽最大努力 做最充分处置

“‘和谐云港’轮报告，我轮 3名乘客出现
发热症状，船上有 140 余名从韩国回国的乘
客……”这是 1月 29日下午 3时许，当班的支
部委员张兴中接到的一个“报警”电话。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辟‘绿色通道’，
让船舶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靠泊，让发热旅
客第一时间得到诊疗，打消其他乘客的顾
虑。”张兴中立即布置工作。

在张兴中的带领下，值班员个个像上紧
发条的齿轮，开始高速运转。他们迅速通过
电话和高频向代理及船方详细了解情况，指
导船方做好隔离观察、体温检测和安抚乘客
的工作，并第一时间将信息通报海关检疫和
卫生疾控等部门，疏导港区船舶让清航道，

安排船舶无延误地快速进港……
在张兴中紧张而有条不紊的指挥下，“和

谐云港”轮第一时间安全靠泊，经口岸卫生
检疫部门确认，排除了新冠肺炎的疫情，140
余名归国乘客也顺利踏上祖国的土地。松
了一口气的张兴中，还不忘提醒船方，继续
做好消毒通风、检测船员体温和异常情况报
告等防控措施。

同样的使命 不一样的坚守

“作为一名老党员，更应该带好头！”刚
值完一个 24小时连轴转的班次，又主动站出
来替一位因受疫情影响滞留安徽老家未归
的同事顶班，老值班员马文刚腼腆地表示，

“没有什么，我们跟一线的防控人员比起来，
这点工作算不了什么”。

“XX轮，靠泊期间请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船员无特殊情况请不要离船上岸。”

“XX 轮，请问船上船员体温是否正常？
请持续做好监测并做好记录”……

为了让其他同事回家团聚而自己留下来
顶班的党员、值班长曹元新，每次当班的时
候总是一丝不苟地排查港内靠泊和锚泊船
舶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最多的时候，
他一天抽查了 55 艘靠泊船舶和 30 余艘锚泊
船舶，虽然无数次重复同样的问话问得口干
舌燥，但他最开心的就是听到“一切正常”这
几个字。

受到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忘我奉献精神
的影响，很多普通群众也纷纷加入到这场全
民“战疫”之中。

“我不是党员，但也要向党员看齐，我要
在退休前多为单位尽点力。”距退休还有 14
个月的“老同志”霍明华，春节假期也有一半
时间是在岗位上加班，且毫无怨言。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
垒。在防控疫情这场“不见面”的战“疫”中，
连云港海事局交管中心党支部这一获得过

“全国青年文明号”“直属海事系统先进基层
党组织”的“硬核”党支部，不仅仅党员经得
起考验，群众也同样作风硬朗。在平凡的岗
位上，他们保安全保畅通，守护港区每个日
夜的平安祥和，用实际行动让党性在电波里
闪耀出最耀眼的光芒。

电波闪耀党性之光
□ 全媒记者 赵姗 通讯员 余晓强 苏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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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战我们都是战““疫疫””尖兵尖兵
□□ 通讯员通讯员 易楚乾易楚乾 文文//图图

涂日粦和同事走访辖区渡口码头，宣
传防疫事项。

周楠坚守在惠东水上疫情防控第一线。
岳阳青年突击队员宣誓岳阳青年突击队员宣誓。。

朱梦华救助重伤船员。

殷雷给船员测量体温。

连 日 来 ，在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战 斗
中，无论是战“疫”前方还是后方，到处都有
一个响彻云霄的声音在回荡,“我是党员,我
先上！”疫情就是“动员令”，疫情也是“试金
石”，考验着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检验着
共 产 党 人 的 初 心 使 命 。 越 是 到 了 困 难 时
刻，越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中，广大党员勇敢地站在了抗

击疫情的第一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
救病患；他们穿行在船舶上，为船员们送去
基本生活物资；他们坚守岗位，保障物资运
输；他们虽然身处疫区，但仍然奋不顾身，
充当志愿者——在交通水运行业抗击疫情
的战场上，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用行
动诠释着初心，践行着使命。

各级党组织是战胜疫情的“硬脊梁”，
广大党员是“主心骨”。在疫情防控的非常

时期，广大党员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给群
众吃下“定心丸”，带来战胜疫情的坚定信
心。一份份豪情壮志的请战书，一个个义
无反顾的“逆行”背影，就是一座座堡垒，就
是一面面旗帜。堡垒无言，却能凝聚强大
力量；旗帜无声，却能鼓舞磅礴斗志。

疫情依然复杂严峻，即将到来的返程高
峰和复工复产复课也将会是巨大的风险挑
战，决不能掉以轻心。非常时期，更需要广
大党员坚定信心，奋担重任，亮出身份，冲
锋在前，带动一大批，照亮一大片。在党的
领导下，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携手同行，终
将战胜疫魔，赢得最终的胜利！

用行动诠释初心和使命
王寅娜

赵学禄给船员兄弟送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