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岁的徐梦薇是余杭区中医
院重症监护病房护师，曾获得“余
杭区优秀带教老师”“余杭区优秀
护士”等荣誉称号。

2020年 1月，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她报名参加区
内应急小组并写下请战书，第一
时间响应“驰援武汉”号召。1
月27日下午，她作为浙江省抗击
新冠肺炎紧急医疗队重症监护组
31名成员之一奔赴武汉，现在武
汉肺科医院，奋战在疫情防控最
前线。

徐梦薇每天穿着防护服在重
症加护病房工作七八个小时，为
了节约时间，她不喝水、不吃东

西、不上厕所，克服各种困难，
在疫情防控一线贡献自己的力
量。

徐梦薇的事迹被众多媒体采
访并报道，成为余杭人的骄傲与
榜样。2月 5日，徐梦薇在接受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采访时说：

“习总书记强调，同时间赛跑，与
病魔较量。我们每一位支援武汉
的医务人员一定会尽心尽责地护
理好每一位患者，帮助他们与病
魔战斗、恢复健康，我们有信心赢
得胜利。”

徐梦薇练习穿防护服

徐梦薇 勇敢逆行 驰援武汉的白衣天使

陈 芳 挺身而出抗疫情 悉心照料获好评

陈芳，现任余杭区第二人民
医院病区副护士长。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她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承
担起医学观察病房病人管理的重
任。为了更好地照顾病人，她毅
然选择 24小时坚守在防控一线。
给予患者悉心照料的同时，关注
他们的心理状况，及时予以帮助
和疏导，受到患者广泛好评。

疫情暴发后，医院作为发热
门诊定点单位，需立即建立医学
观察病房。收到消息，在调休的
陈芳立即折返医院，带领科室人

员整理医疗物资、检查设施设备，
为每一位科室成员进行培训。

陈芳说，很多病人刚来时情

绪不稳定甚至出现偏激现象，因
此在医学观察病房，医护人员会
为病人提供诊疗、护理和心理安
抚。

来自重点疫区的陈奶奶就是
其中之一。大家自掏腰包为陈奶
奶购置生活用品，使她偏高的血
压和其他身体指标很快稳定下
来。陈奶奶亲手写下赞美诗《献
给杭城护士站的姑娘们》，以表
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该事件得到
了央视、浙江卫视等多家媒体的
报道。

陈芳帮同事整理防护服

为充分挖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率作用好、事迹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为最终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

区文明办特别推出明办特别推出““美丽余杭人美丽余杭人””之疫情防控专题之疫情防控专题，，经各单位推荐经各单位推荐、、综合评选等程序综合评选等程序，，徐梦薇等徐梦薇等1010人人（（团体团体））被评为被评为20202020年年11月月““美丽余杭人美丽余杭人””。。

每一场特殊战斗每一场特殊战斗，，都需要一批英勇的战士都需要一批英勇的战士；；每一次生死搏斗每一次生死搏斗，，都会涌现一批无畏的勇士都会涌现一批无畏的勇士。。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场在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场，，他们扛起职责和使命他们扛起职责和使命，，

冲锋在战冲锋在战““疫疫””一线一线，，他们是最美他们是最美““逆行者逆行者””。。向每向每一位“逆行者”致敬。

本版组稿本版组稿 张懿丹张懿丹 汤秋汤秋 孙明姝孙明姝

洪志伟，现任乔司街道党工
委委员、纪工委书记、监察办主
任。这位总是穿着运动鞋走村入
户的“球鞋书记”，连日来始终奋
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父亲去世时
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洪志伟的老家在丽水市缙云
县，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赶回老
家看望父母。但今年由于疫情防
控，洪志伟大年初四到岗后，一直
没有休息，每天都要和督查组员商
议发现的问题，到居家医学观察的

人家了解情况，整理并解决群众的
诉求。其间，连他父亲去世都没能

赶回去，这让他内心十分愧疚和难
过。由于自己每天接触居家医学
观察人员，为避免交叉感染，洪志
伟到家后就自我隔离，减少与家人
的接触。

“抗击疫情，并非人人都能走
进救死扶伤的一线。一级有一级
的任务，一层有一层的责任。基
层一线，守土有责，肩膀不能松！”
洪志伟说，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
大家的肩上都有一份责任，都要
尽全力把责任担实、担好。

洪志伟 舍小家为大家的街道干部

洪志伟（左二）了解药店情况

孙炜是余杭公安良渚派出所
副所长，妻子是余杭区第五人民
医院城南分院的医生，疫情之下，
夫妻俩已经多日没有相聚，共同
坚守在抗击疫情的一线。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孙
炜担任良渚街道物流中心两个防
控检测点的组长。接到指令后，
连夜布置两个卡点，准备物资、人
员排班、查控方案，确保了卡点第
二天的正常运行。物流中心车流
量大、人员层次复杂，孙炜通过一
系列措施筑牢阻断疫情的坚固防
线，卡点工作有条不紊。

“你去吧，但小心，做好防

护。”这是孙炜夫妻俩在电话里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一线警察和医

生，称得上是高危人群，为了家人
的安全，夫妻俩都选择住在单位，
只在吃饭的间隙跟孩子联系。懂
事的大儿子锐锐帮助弟弟一起在
家上网课，让父母可以心无旁骛
地奋战一线。锐锐通过写日志
《我的‘战时家庭’》表达对父母的
支持与思念，还有对战胜疫情的
信心。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我们的责任。”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
恪尽职守、勇敢无畏，将坚守进
行到底。

孙 炜 夫妻共抗疫 坚守第一线

孙炜（左）上门排查

与疫情战斗 护百姓安全区第一人民医院新冠肺炎救治团队

在区一院确定成为此次疫情
的定点诊疗医院后，院党委书记、
院长袁红亲自挂帅，组建了一支
有“60后”高年资医护人员、专家，

“70后”“80后”中坚力量，“90后”
年轻医护的区第一人民医院新冠
肺炎救治团队。

作为个体，他们都是能独当
一面的精兵。这些身穿防护服的

“战士”们，有的主动请缨，有的一
直坚守岗位，丝毫不敢懈怠；在这
里，有人至今未能归家，有人每天
忙碌至凌晨；感染科副主任张晓
强和护士长章建兰已经在这里日

夜坚守了 20余天；第七党支部委
员儿科医生姚海明和第八党支部
委员妇科医生赵芬，夫妻俩第一
时间报名请战。

作为团队，他们是无坚不摧
的集团军。他们紧密协作，励精
图治，学术严谨，引领前沿，锻
造出区内新冠肺炎诊疗的旗舰。
这支不断壮大的救治团队，用铁
一样的凝聚力，诠释什么是合作
和奋进。“哪里需要我们，我们
就出现在哪里。——这是作为医
务人员理所当然的责任。”他们
心里装着使命，衣襟上沾满晨
光。他们像战士一般，在自己的
阵地上用温暖驱赶病魔，正是他
们的勇气与坚守筑就了牢固的

“一院防线”。

救治团队送患者出院

弘扬时代新风 共建文明余杭
“美丽余杭人”（疫情防控专题）2020年1月发布月发布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动参与、迅速驰援，以“最快的
速度，最好的质量，最高的标准”
完成了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

在正式接到任务后，“兴源环
境”紧急成立项目组，通宵达旦修
改施工方案，调集物资，召集技术
骨干赶赴现场，做好开工的万全准
备。在陆续完成火神山医院施工、 大型装备运输、安装建设、链接工

艺管道、安装动力和控制系统调试
后，企业克服双线施工带来的困
难，一线工作人员废寝忘食，两边
奔波。与此同时，又一批兴源人不
顾疫情风险驰援武汉。

“组织需要，恰好我会，生死
无悔”，兴源速度的背后是兴源建
设者们日以继夜、无怨无悔的付
出。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期
许：早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役。

兴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高质高效支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

火神山、雷神山建设团队

金潇杰是运河街道一位退伍
军人，服役期间就入了党，多次获
优秀士兵、优秀士官等荣誉。退
伍不褪色，金潇杰牵头组建了运
河星运公益服务中心，在疫情中
带领全家参加战“疫”。

疫情来袭之后，金潇杰果断
延后订婚计划，主动请缨参加运
河街道的战“疫”工作。他与父
母一起，带头参与平安巡防、防
疫宣传，并发动志愿者在各个社
区、村口、检测点参加志愿服
务。

了解到本次疫情急缺物资，

金潇杰便迅速组织星运公益志愿
者进行募捐，共募得善款 15200
元，悉数交给余杭区慈善总会，还
将筹得的围巾、手套等物资分发

给环卫工人、交警等一线工作
者。他还组织志愿者给运河街道
各个检测点送去水果、糕点、姜
茶、牛奶等，元宵节当天为运河街
道所有检测点的工作人员准备了
280份汤圆。

2 月 3 日是金潇杰的生日，
也是他在戚家桥村检测点连续站
岗、值班值守的第十天。没有蛋
糕和礼物，看到老百姓对志愿者
的认可，他就特别开心：“这就
是送给我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了！”

金潇杰 退伍不褪色 全家齐上阵

金潇杰（中）在卡点值守

余杭街道洪桐村村民陈忠是
余杭随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也是一名党员，他通过赠口
罩、帮运送等善举奉献力量。

“现在口罩很‘紧俏’，大家都
需要。我看到一线执勤的工作人
员牺牲休息时间，来确保大家的安
全，我也想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陈忠便带着员工，亲自将汽修
厂备用的3万多只口罩陆续捐赠给
余杭街道办事处等单位。 8年前，陈忠曾在医院当救护

车司机。虽然如今早已离开医
院，但他还是想为病人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疫情暴发后，
他联系了余杭街道红十字会，用
公司名下的 8辆救护车无偿接送
病人。陈忠自己也亲力亲为，曾
把一名重点疫区返杭的发热女
子，从区二院接送至集中医学观
察点。

陈忠坚信，只要上下齐心、共
同努力，一定能战胜疫情！

陈 忠 赠口罩帮运送 疫情时刻送温暖

陈忠开着救护车无偿接送病人

孙云霞是区融媒体中心的资
深记者，在疫情的采访报道中，这
位“背奶妈妈”克服自身困难，用镜
头记录战“疫”故事，传播正能量。

自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
孙云霞只在大年初一休息了一
天，从大年初二开始就加入了防
疫报道队伍。作为一名“背奶妈
妈”，她在出去采访时总背着一个
小包，虽然原计划是速战速决，但
常常为了多拍几个镜头，忘记时
间。连轴转了三个星期，她的体
重骤减了10斤。看到同事们都在

为疫情拼搏时，孙云霞觉得自己
也应该尽力做好报道，为疫情防
控贡献力量。

在拍摄余杭企业援助武汉的
报道时，孙云霞遇到了缺乏现场
画面无法正常拍摄的情况。她24
小时跟踪，微信连线采访了在武
汉、上海的人员。为了展现湖北
籍新余杭人生产口罩支援家乡，
她赶着对方解除医学观察的第一
时间就去采访。

孙云霞说，和那些在防疫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相比，自己的工
作已经很“轻松”了。鼓舞更多的
人，赢取战疫的胜利，是记者的担
当与使命。

孙云霞 连轴采访体重骤减的“背奶妈妈”

孙云霞（右）在采访中

付闻波，现任南苑街道洋头
坝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
任。作为一名党员、一位社区党
总支书记，在当前疫情形势严峻
的情况下，付闻波毅然冲在第一
线，坚守岗位，一直坚持为社区居
民服务。

付闻波夫妻从打响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第一枪起，他们便在岗
位职责的召唤下“双双辞家去”。
平日里社区工作忙，结婚多年，两
人的闲暇时光本就不多，疫情当
前，更是如此。从 1月 23日起，付

闻波每天上门排查、挨家挨户发
放告知单、召开社区疫情防控会

议、及时传达上级防控最新要
求。同时为了让居家医学观察人
员能安心在家，他又当起了“快递
员”、心理辅导员，社区里的每一
处都有他的足迹，一天下来，有时
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

2月 1日，付闻波接到奶奶临
终的消息。因手头工作多、任务
急，他忙完工作赶回家时奶奶已
经过世。他顶着各方压力，做通
家人工作，严格执行疫情期间简
办丧事要求。

付闻波 冲在战“疫”一线 守护居民健康

付闻波（右）接受爱心人士向
社区捐赠防护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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