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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
当前，我区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为

坚决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自治
区党委工作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更好统筹运用志愿
力量，引导全区广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
组织科学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志愿
服务工作，自治区文明办、民政厅、卫健
委、团委、妇联、红十字会、内蒙古志愿
服务联合会发出如下倡议：

一、积极响应号召，带头加强防

护。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遵守属地疫
情防控有关规定，自觉按照科学指引做
好个人和身边亲友的防护工作，坚持

“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一米
线、用公筷、分餐制”等良好习惯，做到
非必要不外出，及时劝导家庭成员和身
边朋友尽量减少聚集性活动，避免前往
人员密集和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活动。

二、勇于担当作为，依法有序参
与。时刻关心疫情防控的态势和信息，
关注各地各有关单位的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根据抗疫防控的实际需求，在各地指
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下，结合所长，主动
报名，积极参与。特别鼓励有医学护理、
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应急救援等专业技
能的志愿者，主动与各级文明办、民政、卫
健、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等单位联系，按
照统筹调配，积极参与做好疫情防控辅助
工作，提供专业服务，奉献人间大爱。

三、帮助宣传普及，助力舆论引
导。参与城乡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普及工
作，向身边群众积极转发官方权威发布

和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做到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不在网络、朋友圈、微信群随
意发布未经证实的虚假消息，保持健康
积极心态，避免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

四、助力排查治理，弘扬志愿精
神。依托旗县（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和社区志愿服务站点，坚
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就近就便，积极
参与有关职能部门和村嘎查（社区）等
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在测温、维护秩
序、防疫物资调运、核酸检测信息登记、

后勤保障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疫情终会过去，文明常驻心间。希

望全区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积极
响应号召，迅速行动起来，科学有序做服
务，筑牢疫情群防群控、群策群治的坚实
防线，为坚决遏制疫情传播扩散贡献力
量。同时，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理解和支
持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的爱心善意。

我们相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有力部署，有全区广大干部群

众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攻坚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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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王坤

从南阳发车到额济纳，一趟搭乘着
600多名老年游客夕阳红旅游专列行进
在广袤西北大地的壮阔秋景中。

65岁的崔桂枝和老伴儿退休教师李
洪一起报名该旅游团，李洪患有“三高”，
还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两人想趁着腿脚还
能走动，抓紧享受“夕阳红”。

10月18日，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对
夫妻旅行的脚步暂停在了额济纳。

原本是8天的行程，备了10天的药，
可疫情突发，他们被安置在当地酒店。李
洪一天也不能断药，眼看药品见底，可急
坏了崔桂枝。

为解决滞留游客用药问题，额济纳旗
通过旅行社将旅行团成员用药需求收集起
来，安排专人“代购”并免费派送到酒店。

10月24日中午，导游翟新颖从额济
纳旗蒙医医院拿到药品，立刻赶回酒店，
来到老两口的房间。接到救命药的李洪
和崔桂枝不停地道着感谢，崔桂枝声泪俱
下地说：“在这里举目无亲，唯一依靠的就
是党和政府。感谢党、感谢政府。”

今天送来的4盒药，够李洪吃1个月，
前两天，当地医院还从外地给他调运来一
支胰岛素，崔桂枝说：“现在，我们情绪平

稳，已经做好长期滞留的打算。”
这次滞留额济纳的游客，绝大多数

都是老年人，就拿翟新颖带的这个团来
说，团里年龄最大的80岁，年龄最小的
也超过60岁。

“没有一个抱怨的，叔叔阿姨们心情
都还不错，有的还在屋里跟着电视跳个操
活动活动。我每天会在群里安抚大家，大
家都会积极回复。把他们一个不落地带
回去，就是我的责任。”翟新颖说。

除了分发好大家每天的餐食，照顾好
大家的心情，翟新颖负责每天收集统计老
人们的药品清单，并到安排好的医院拿药。

今天翟新颖接到3个电话，是不同药
店打来的，问询旅行团游客们需要什么药。

“我们的诉求已经被多个渠道掌握到
了。”翟新颖说。

10月22日起，额济纳旗设置蒙医医
院作为非隔离医院，为滞留游客提供医疗
服务，保障游客的就医用药需求，同时在
网上发布了额济纳旗蒙医医院咨询服务
电话，采取“线上购药缴费、线下送药上
门”全流程零接触服务模式，为滞留游客
提供购药服务。

这个咨询服务电话，留的就是阿拉
腾土勒古尔的手机号码。阿拉腾土勒古
尔是这所医院的副院长，也是一名共产
党员。疫情发生以来，她率先担起责任，

把家搬到了单位。刚刚上了一个24小时
“白连夜”的阿拉腾土勒古尔，手头还有
200多人的用药没有解决，她不能让自己
休息。她说：“昨天就有1000多人加我
微信好友，今天又有300多人。微信号
满了，就给我发短信，我收到就办。短信
代办的现在也有100多人。他们加我微
信，把姓名、身份证信息、需要的药品明
细发给我，我来挂号，他们把钱微信转给
我，我在电脑上开了药再去医院窗口缴
费、取药……”这“一条龙”的“线上开单、
线下代办服务”让阿拉腾土勒古尔24小
时都跑不完医院这几层小楼。

有的药品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内
无法买到，额济纳旗就向酒泉、巴彦淖尔、
呼和浩特、银川等周边地区寻求货源，一
些稀缺药物需求暂时得以缓解。

对确实难以购买的药物，游客可以通
过邮寄到盟内疫情风险较低的地方，由政
府指定专人接收，统一通过货运渠道发往
额济纳旗。

广东旅行团的郑集思做过肾移植手
术，日常都离不开抗排斥的药物，而他的
药，实在特殊，很难买到。

10月22日，郑集思接到一通显示阿
拉善盟当地的电话，“我现在正带着你的
药搭乘飞机前往额济纳。”电话那头说。

当日，郑集思所需药品吗替麦考酚酯

胶囊等3种药品都已经送到他手上。郑集
思还不知道，这位解决他救命药的人，是
阿拉善盟卫健委副主任李新远，目前，李
新远已投入到抗击疫情的紧张工作中。
郑集思不忍打扰，默默发了个致谢短信：
药品收到，雪中送炭，在应对突发疫情的
千忙百忙中，劳师动众，感激之情难以言
表，抗疫前线多多保重。

郑集思将在滞留额济纳期间每天发
生的这些暖心小事都记录成了文字。“我
们在这里很安静、很安定！我们相信党和
政府，对我们强大国力有信心。”郑集思笑
着说。

同一个团的游客董利利，10月24日，
在安置酒店吃到了饺子。电话这头都能
听出她的开心劲儿，“好几天没吃到饺子
了，那肯定高兴啊！”

“不是额济纳不让我们走，是病毒不
允许我们走啊，所以，既来之，则安之！期
待疫情过去，我们早日回家！”，她笑着说，
言语中透着豁达。

郑集思说道：“今天，住我们对门的两
名女士竟然买了菜和酱油回来，我笑她
们，是要在这里过日子吗？其实这也是我
们在这里安心的一种表现。我们在这里
很好，额济纳旗为了安置我们做出的努力
让我们感动。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战胜疫
情早日回家。”

“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战胜疫情早日回家”

□本报记者 宋爽

疫情突如其来，呼和浩特市全力迎战。
从10月23日开始，呼和浩特市不断

扩大核酸检测范围，连夜设置核酸采样点，
通过上门服务、现场排队等多种方式，24小
时开展核酸检测。全市上下各司其职、协
调联动，紧急动员、迅疾行动，坚决遏制疫
情蔓延势头。

越是风急浪骤，越需中流砥柱。在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一名名共产党员挺身而
出，一个个战斗堡垒巍然矗立。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关于在疫
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
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防
线，切实遏制疫情扩散蔓延，让党旗在

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出征号角吹响，冲锋战鼓擂起。

“我是党员我先上。”全市各地各部
门各单位吹响抗击疫情集结号，广大党
员主动请缨、奋战在一线，和人民群众
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截至 10 月 26
日，全市设立3952个党员先锋岗、责任
区，组建2875支党员防控突击队，3万
余名党员干部一线抗疫。

——呼和浩特市委组织部下派5个督
导组深入疫情防控一线开展督促指导，考
察识别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
控中是否领导有力、指挥有方、运转有序。
从市管党费中下拨135万元，做好防护物
资配备、防护措施落实，专项支持各地基层
党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发布《关于在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中受理党员干部不担当
不作为等问题的公告》，“12380”举报平台
全天专人值守，及时受理相关问题线索。

——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快
速响应，落实防控措施，调动资源捐款捐

物，支援助力抗疫一线。呼和浩特市女企
业家商会党支部副书记杨韬义，组织4名
党员参加社区核酸检测志愿服务工作，为
社区捐赠矿泉水、牛奶、方便面等物资。在
社区工作人员人手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发
挥熟悉本小区情况的优势，主动申请开展
统计工作，共排查224户600多人。

……
这座城，因为白衣执甲的医护人员而

安全；也因全力以赴的党员们而温暖。
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

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社区
是城市的基本单元，守好社区，就是守好一
方家园。

点点星火，汇聚一线。已是深夜，走进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路街道所属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仍在奋战。“大家保
持一米间隔，排好队。”“请先填好个人信息”
海拉尔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婷
加早早来到工作岗位，指导群众做核酸检
测，帮助老年人扫码做信息登记……忙得

一刻不停。“这两天总会收到群众的感谢，
让我们充满力量，疫情不退，我们不退！”
王婷加说。

在府兴营天府小区的核酸检测点，忙
着维持现场秩序的一位老人格外引人注
目，他是71岁的老党员志愿者张福德。
得知小区要组织为居民进行全员核酸检
测，张福德二话没说带头报了名，“疫情来
了，困难来了，就是党员冲锋陷阵的时候，
我1969年入伍，如今党龄51年，这时候
更应该带好头，尽全力做好防控，让居民
少一份担忧，多一份安全。”

“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先检测吧，我不
急”“谢谢你们，辛苦了，千万保护好自
己”……一声声理解和支持，让张福德倍感
欣慰。“我们的付出值得！”

堡垒无言，却能凝聚强大力量；旗帜无
声，却能鼓舞磅礴斗志。呼和浩特市各级
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从最艰难处准备，向
最好处努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这一刻，他们全力以赴守护青城

本报锡林郭勒 10 月 26 日电
（记者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王雅
茹）10月26日，二连浩特市对重点封
控区和管控区以外的防范区域开展
核酸检测，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堡
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从早晨6点多开始，记者在各检
测现场看到，医护人员、民警、网格员

及志愿者正在有序组织居民，按照10
人一组的要求进行检测。整个检测
流程要求居民全程佩戴口罩，与他人
保持一米以上间隔，采样结束后迅速
返回家中。同时，对老年人、残疾人
及哺乳期妇女等群体上门采样。

据悉，本次核酸检测共设置31个
固定采样点位、7个流动采样组，确保
做到应检尽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二连浩特市对防范区域开展核酸检测

本报兴安10月26日电 （记者胡
日查 通讯员 韩雨格 张伟男）2天
时间，6万公斤大米，近3000公里的路
程，一场横跨内蒙古的爱心驰援从兴
安盟启航。10月26日下午，满载60
吨兴安盟优质大米的货车从乌兰浩特
市三合村兴安盟草原三合有机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大院缓缓驶出后，快速驶
向2800公里之外的阿拉善盟和1100
公里的锡林郭勒盟，载着饱含兴安人
民浓浓情谊的大米和防疫物资开始了
一场跨越千里的战“疫”驰援。

连日来，额济纳旗和二连浩特市疫
情防控形势愈加严重，不仅打破了两座城
市原本的平静，更牵动着165万兴安人民
的心。为保障额济纳旗和二连浩特市生
活物资供应，切实支援两地人民抗击疫
情，10月26日，兴安盟委、行署决定向额
济纳旗和二连浩特市捐赠6万公斤大米
以及价值20.3万元的防疫物资。

“我们在接到通知后，动员全厂
力量，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紧急筹措
了6万公斤优质的兴安盟大米。”兴安
盟草原三合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海峰说，在大米装车前，对
大米进行了水分、杂质检测，全力保
障额济纳旗和二连浩特市人民吃到
最优质、最放心的兴安盟大米。

“作为一名内蒙古人，当兄弟盟
市出现疫情，我有责任有义务挺身而
出，我一定会尽快将大米等物资送到
额济纳旗人民的手中！”驰援额济纳
旗的司机戴志成激动地说。

6 万公斤大米，近 3000 公里路
程，这是一记横跨内蒙古的抗疫重拳；
不足48小时的紧急筹备，2个日夜的
风雨兼程，这是内蒙古人民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的见证。当三个盟市双手紧
握，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正在
内蒙古大地高高筑起。

一场3000公里的爱心驰援从兴安盟启航

10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正在搬运抗疫物资。当日，自治
区红十字会向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紧急调运首批总价值近23万元的疫情防控援
助物资，包括棉帐篷30顶、棉衣200件、医用外科口罩（包括儿童口罩）共30000只、
一次性医用橡胶手套20000双。据了解，按照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
自治区红十字会已向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二连浩特市紧急调运了总价值近125万
元的防疫物资，拨付了40万元的防疫资金。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王鹏 摄

助力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