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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曦
见习记者 杨柳 李超然

志愿服务精神，是永不褪色的旗
帜。志愿服务者的身影，总在最危险的
时刻出现，总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出
现。

连日来，额济纳旗的疫情牵动全区
人民的心，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自愿参
与。他们不分职业、不计得失，通过多
种途径，积极抗疫防疫；或捐钱、捐物，
或制作振奋人心的音频视频、创作抗疫
文艺节目，以多种方式参与抗疫战斗。

形式不同，目标一致。就是与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
苦，奏响一曲昂扬向上、气势磅礴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抗疫战歌。

抗疫战场 党员先上
疫情暴发，自治区文明办等七部门

联合发出倡议，号召全区广大志愿者、
志愿服务组织迅速行动，科学有序做服
务，筑牢疫情群防群控、群策群治的坚
实防线，为遏制疫情传播扩散贡献志愿
力量。

危险的地方就是共产党员战斗的
地方。“我是共产党员，搭建帐篷，我先
来！”“我是共产党员，夜间值守我先
上！”很多志愿者就是共产党员，他们
中，有医护人员、公安民警、消防指战员
等，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积极投身
融入到抗疫战斗中，汇聚起疫情防控的
强大力量。

“火焰蓝”换成防护服，共产党员初
心不改。疫情暴发以来，阿拉善盟消防
救援支队先后抽调党员30名，分两批
驰援额济纳。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消防
指战员呼和牧仁和刘克就离开阿拉善，
调回家乡的消防部门去工作了，可是面
对突然来临的疫情，他们毅然决然地奔

赴一线参与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中。“我
们要在调走之前，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守护我们的‘第二故乡’！”向组织递交
的请战书上，他们字句铿锵。

10月26日，包头市公安局第一时
间响应自治区公安厅、包头市委和政府
号召，紧急抽调50名精干警力，组成疫
情防控突击队，星夜驰援额济纳。他们
中，或是共产党员，或是预备党员，或是
入党积极分子，在战“疫”关键时刻，展
现出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人民警察
的忠诚担当。

“你见过因为长时间戴口罩，满是
压痕的脸吗？你见过因为睡眠不够，在
小区路边躺椅熟睡的他吗？你见过通
宵达旦奋战在一线的党员身影吗？”近
日，一条《突然泪目！阿右旗白衣天使
在额济纳》视频刷爆朋友圈。从绿码到
黄码再到红码，阿拉善盟阿右旗21位

“白衣天使”出征额济纳旗，其中6名为
共产党员。在最危险的地方，党员们诠
释着他们的使命与担当，让数万群众纷
纷为他们点赞。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有党
旗的地方，就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我
们要用行动为人民服务。”紫丁香之爱
创始人、有着28年党龄的志愿者魏刚
说。

还有无数党员服务在前线、后方，
还有无数党员在闻令集结、投身防控一
线……抗疫之战，他们永不退缩，用忠
诚和担当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专业团队 科学防控
“疫情防控，不仅要科学有序，更要

有专业团队齐心协力，这些医疗服务队
志愿者贡献了专业力量。”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娜日娜介绍。

面对疫情，他们白衣为甲，逆风而
行。“零点接到通知，我们1点就完成了
志愿队伍组建，我们要用专业的技术，

为抗疫作贡献。”赤峰市敖汉旗医院志
愿者刘亚欣说。

10月27日凌晨，接到上级主管部
门支援阿拉善盟核酸采集任务的通知
后，赤峰市、旗县区两级疾控中心迅速
响应，紧急抽调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
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志愿队连夜集结。
27日上午，赤峰市支援额济纳抗疫疾
控、监督、医疗队，共计 261名医护人
员从玉龙机场出发，奔赴阿拉善盟抗
疫一线。

10月18日以来，巴彦淖尔市组织
5支共 183人医疗卫生队伍赴额济纳
旗开展支援工作。首支医疗队队长、
巴彦淖尔市医院院长助理赵连和介
绍，开展支援工作以来，核酸检验队伍
24小时机器不停、人员两班倒，截至
10月 25日下午，不到一周的时间，方
舱实验室已经完成超 8000管试剂的
单采、混采检测任务。工作人员穿着
厚重的防护服在实验室里忙碌，非常
辛苦，但没有一个人说苦喊累。大家
说，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分内事儿，我
们是来支援、来打仗的，不吃苦怎么能
打赢呢！

连日来，越来越多的卫生健康志愿
者团队不断加入，他们不畏艰险、冲锋
在前，积极投身抗疫防疫前线。

人民力量 齐心抗疫
22罐驼奶、2箱方便面、一箱冰红

茶、一箱矿泉水……这仅仅是一些物资
吗？不，这是牧民群众的一份爱心和暖
意。

这是阿拉善盟阿右旗塔木素布拉
格苏木布日德嘎查牧民巴图苏和给抗
疫工作人员送来的暖心餐。

巴图苏和通过微信公众号得知，塔
木素布拉格苏木参与抗疫的工作人员，
24小时坚守在萧瑟广袤的戈壁，每天
仅以方便面补充体力，巴图苏和就冒着

凛冽寒风送来了暖心的慰问。
“我以前是贫困户，政府给了我那

么多帮助，让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现
在国家有了困难，我也要献出自己的一
份力量，我要捐一只羊。”

“我想捐一头牛和一峰骆驼。”额
济纳旗牧民温苏木豪斯巴依尔用行动
支持抗疫。

“我想捐赠30只羊，给医务人员提
供点肉。他们那么累，寒冷的时候给个
温暖。希望苏木的领导给我想个办法，
帮我把羊从牧场拉过来。”牧民温苏木
乌达木说。

额济纳旗淳朴善良的农牧民还拿
出家中的米面，为滞留在景区民宿的游
客制作油饼、馒头等食物，安慰游客不
安的心情，与他们共渡难关。

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靠近胡杨
林景区，疫情发生后有22名游客滞留
在此。在景区经营小吃摊位的牧民斯
琴高娃，在景区封闭后，把大油锅带回
家，用酥油、驼峰油和面为滞留游客炸
油饼。

“我们给远方的客人做一些热热乎
乎地油饼子，让他们吃好喝好，让他们
感觉和在家里一样。希望他们的孩子
不要担心，我们跟他们一起，团结着
呢！”斯琴高娃一边忙碌着炸油饼一边
说，淳朴的笑容让人感到温暖。

滞留游客安国霞说：“今天，家人给
我打电话，我跟他们说，当地牧民给我
们送吃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在这
里，我们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不想
家。我们还唱歌来着，这里的牧民真的
很热情。”

疫情终会过去，文明常驻心间。在
这场群防群控的抗疫阻击战中，成千上
万志愿者，用爱心凝聚力量，用真情温
暖人心，唱响了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时
代赞歌！

大爱无疆 志愿有情
——我区广大志愿者汇聚力量驰援额济纳

本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杨
婷）10 月 25日，自治区民政厅发布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致全区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倡议书》，呼
吁全区社会组织凝聚战“疫”力量，结
合自身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积极
作用。

《倡议书》倡议全区社会组织按
照“非必要不外出”要求，暂停举办研
讨会、论坛、讲座、培训、年会、展会、
换届大会等各类聚集性活动以及举
行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慈善
晚会等形式的公开募捐活动；社会组
织特别是慈善组织要积极动员社会
力量捐赠疫情防控急需的相关医药
产品和防控物资，按时公布捐赠收入
和支出明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
保社会爱心款物切实用到实处。

《倡议书》还倡议全区社会组织

要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积极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

卫生、防疫、医疗器械、医药产业
等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要引导和动
员会员单位、关联企业，加快、加急生
产紧缺防控医药产品和设备，加强行
业自律规范，共同维护疫情期间市场
秩序，抵制哄抬物价等行为，为疫情
防控提供有力的市场支援。

志愿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可抽
调人员组成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防
控一线，助力核酸检测、宣传教育、摸
底排查、卫生消毒、卡位测温、人员疏
导、生活照料等相关服务工作。

社会工作、心理咨询、法律援助
类社会组织要采取线上和线下形式，
积极为社区群众提供心理疏导、法律
援助等服务，为疫情防控贡献社会组
织力量。

自治区民政厅倡议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本报10月27日讯 （记者 陈
春艳）面对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严峻的
疫情防控形势，10月26日，自治区公
安厅紧急组建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同
时从包头、巴彦淖尔、乌海、鄂尔多斯
等地公安局紧急抽调精干警力，共
310人连夜驰援额济纳。这些人员于
27日8时全部到位，并立即投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

危难之处显勇毅，关键时刻见担
当。包头市公安局党委站在保卫阿
拉善就是保卫全区、保卫全国的高
度，第一时间响应自治区公安厅、包
头市委政府的号召，在短短几个小时
内紧急抽调50名精干警力组成疫情
防控突击队，星夜驰援额济纳。

巴彦淖尔市公安局第一时间组
建疫情防控突击队，100名公安干警

连夜出发。
为牢固树立疫情防控“一盘棋”

思想，鄂尔多斯市公安机关全警动
员，从市局机关及鄂托克旗、鄂托克
前旗、乌审旗公安局抽调100名民警
分头出发，在额济纳集结。共出动大
客车、运兵车、运输车、餐车等14辆，
足额配备各类警用装备、医疗物资和
疫情防护装备，确保保障到位。

来自乌海市公安局机关、各分
局、交警支队的 51名民警辅警临险
不惧，向险而行，誓与友邻盟市共担
使命。

截至目前，自治区公安厅已从厅
机关及各地抽调 535名警力投入额
济纳疫情防控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展现了人
民卫士的忠诚与担当。

自治区公安厅紧急抽调310名警力
驰援额济纳

□本报记者 李晗 通讯员 靳浩阔

面对我区多地突如其来的疫情，内
蒙古军区党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响应机制，针对辖区防控战线长、
管控难度大等实际情况，始终坚持重心
下移、关口前移，组织广大民兵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基础上，充分发扬“平时服
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优良作风，
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配合做好流调
溯源、要道排查、社区管控、供给保障等
工作，构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
密防线。

“报告，有 9 辆越野车穿越巴丹
吉林沙漠无人区向我们苏木驶来，
其他情况不明。”10月 21 日，阿拉善
右旗塔木素布拉格苏木基层武装部
部长魏翔鸿接到边防民兵信息员举
报，将 37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沙漠

穿越旅行团”人员拦截在民兵封控
卡口。

当了解到近5日该旅行团人员频
繁活动于甘肃省张掖市和额济纳旗
时，魏翔鸿迅速将情况上报阿拉善军
分区和阿右旗疫情防控指挥部，按要
求组织人员进行信息登记，梳理行程
路线，确保了当地防疫工作有力有序
进行。

“民兵分布广泛、人地两熟，就近
就便、便于指挥，在疫情防控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据阿拉善右旗人武部
副部长徐博荣介绍，本轮疫情暴发后，
阿右旗人武部迅速指导民兵战备分队
全时戒备，每个苏木编组 10—15人，
根据地方需要随时担负防疫任务。同
时，先后组织民兵354人次，协同交警
在高速路口设卡值班，做好过往车辆
人员体温检测和劝返工作；出动民兵
215 人次，配合社区网格化管理对居

民进行分户排查；组织民兵123人次，
深入牧区宣讲防疫知识，得到驻地群
众一致好评。

“我是民兵，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防控疫情我们不讲条件、不计代价、不
求回报！”在二连浩特市，人武部民兵王
文景铿锵有力的话语成为大家的共同
心声。

连日来，二连浩特市人武部共调配
救灾帐篷8顶以及防护服、额温枪、消
毒液等防疫物资百余件支援地方防疫，
组织民兵深入包联小区宣讲政策、登记
信息，同时大力开展“疫场”立功、火线
入党、写请战书等活动，激励民兵队伍
勇争先锋。

在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哈素海高速
路出入口疫情监测点，民兵邢乐乐仔细
检查过往车辆。邢乐乐说：“虽然这轮
疫情来势凶猛，但是我们民兵有信心有
能力打赢这场硬仗！”

草原民兵战斗在北疆抗疫一线

本报呼和浩特 10 月 27 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张立富 吉
日木图）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为全力保障疫情期间的通信畅
通，及时解决核酸检测点、两站一场、
定点医院、卫生防疫等重点部门重点
区域通信保障问题，呼和浩特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第一时间调度移动、联
通、电信三大通信运营商，全力组织
开展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通信保
障任务，确保重点区域重要通信设施
安全运行，为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
级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等重点疫情
防控通讯提供保障，助力疫情防控任
务有条不紊、畅通无阻。

针对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严峻
复杂的形势，呼和浩特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第一时间调度三大通信运营商，
对呼和浩特机场、火车站等重点区域
出入口疫情防控检查点网络进行摸排
优化，确保“青城警码”“健康码”的畅
通连接，为重点保障单位与管控场站、
市区核酸检测架起抗疫指挥通信桥
梁，目前技术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
保障疫情防控网络通信服务与支撑。

“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指导
单位，加强指导三大运营商端到端的
质量监测和故障处理，确保疫情期间
网络和业务运行平稳，为广大客户提
供满意服务，我们责无旁贷。”呼和浩
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
说。按照市委、市政府疫情防控部署
要求，该局全体党员干部投入到为打
赢疫情防控的这场硬仗中。

呼和浩特市
架起抗疫指挥通信“桥梁”

本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康
丽娜）记者从呼和浩特机场获悉，自
10月 23日起，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
场所有进出港旅客需查验“青城警
码”，并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同时，“经呼飞”中转业务已全
面暂停。

据了解，针对呼和浩特市目前
疫情形势，呼和浩特机场积极行
动，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
物同防”工作方针，全面强化疫情
防控措施，坚决守好“空中防线”。
针对环境消杀，呼和浩特机场持续

强化航站楼内消杀力度，对扶梯、
座椅、行李手推车等旅客触碰频率
高的设备进行重点消杀，并持续开
展航站楼内测温扫码、手部消毒等
工作。旅客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查
验航站楼环境核酸检测报告。为
减少接触，避免交叉感染风险，呼
和浩特机场在航站楼内设置无感
测温设备及无接触式卫生间设施，
并利用新近上线的“一脸通关”系
统，降低旅客与工作人员及重点区
域的接触频率，为旅客出行筑牢防
护屏障。

呼和浩特机场
全面暂停“经呼飞”中转业务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牧丹 宇东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改变了二连浩特市人们正常的
生活规律，也打乱了蔬菜从田间地
头到餐桌的节奏，导致二连浩特市
赛乌素嘎查菜农的蔬菜滞销。

这一天，二连浩特市融媒体平
台收到了赛乌素嘎查菜农任志兵
的留言称，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
年种植的 3 万斤蔬菜出现滞销情
况，眼看蔬菜就要烂在地里，希望
通过融媒体平台帮忙找到销路。

据了解，今年任志兵种了 6 亩
生菜、油菜、白萝卜等，本来一茬又
一茬的丰收让他喜上眉梢。然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长期合作的
超市、饭店一时间全都暂停营业，
眼看菜已经熟了，长在地里绿油油
的，不敢收，收了放在家里也没有
销路，会全部烂掉。

在赛乌素嘎查，像任志兵这样
的菜农还有几十家，平均每户种植
6 到 7 亩地，共计滞销蔬菜 7 万斤
左右。

二连浩特市融媒体中心将这
一情况汇总后，第一时间与草原明
珠饭店、二连口岸建材协会等爱心
企业取得联系，牵线搭桥，使双方
达成买卖意愿，为任志兵以及其他
菜农一次性售卖了共计 4500 多斤
蔬菜。

二连口岸建材协会会长黄晓
琴说，将把这些蔬菜全部捐赠给防
疫一线，一来解菜农的燃眉之急，
二来也给一线防疫人员补充些供
给，可谓两全其美。

得知菜农们遇到困难后，二连
浩特市格林富农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也积极协调各方资源，主动当起

“ 推 销 员 ”，为 滞 销 农 产 品“ 找 出
路”。他们牵线搭桥与乐享二连平
台联系合作，通过线上下单、线下
配送，帮助菜农销售农产品。这段
时间，他们每天都根据顾客线上下
单情况，组织菜农采摘蔬菜，分装
打包，然后免费运输配送。短短几
天时间，线上线下销售量达 2 万斤
左右。

蔬菜有了销路，任志兵他们都
精神抖擞、干劲十足，麻利地将从
地 里 采 摘 的 蔬 菜 分 拣 、打 包 、搬
运。本以为蔬菜要全部烂在地里，
没想到不仅有爱心企业购买，还能
帮助到防疫一线。

记者牵线，爱心企业
购买滞销蔬菜捐赠

防疫一线

10月26日，呼和浩特火眼实验室在内蒙古体育馆篮球馆建成。据了解，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呼和浩特迅速开展大规模核
酸检测。为提升核酸样本检测能力，呼和浩特搭建火眼实验室，实验室由5个舱组成，分别承担不同模块的实验检测任务，设
计检测通量为每24小时30万人份级，将为呼和浩特疫情防控提供一体化的病原检测解决方案，加速核酸检测工作。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王鹏 摄

火眼实验室加速核酸检测工作 本报包头 10 月 27 日电 （记
者 格日勒图）为深入贯彻自治区和
包头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部署，积极有效应对当前新冠疫
情，全面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包头市财政局迅速行动，及时筹集拨
付资金3200万元，全力支持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

其中2600万元专项用于购置全
市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试剂、防护物资、
医疗设备等，保障全市防疫物资供应，

提高医疗机构检验检测能力；拨付600
万元专项用于达茂旗满都拉口岸PCR
实验室建设耗材、防护物资设备、实验
人员支出等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下一步，包头市财政局将严格按
照包头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
要求，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强化
资金调度和防控保障；及时做好资金
划拨，助力精准夯实防控措施，筑牢
防控防线，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包头市
3200万元财政资金保障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