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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优优）“麻烦
您出示下身份证……”2月 21日一
早，志愿者张亮亮已经在沈海高速
兴仁出口帮助当值交警进行辅助工
作，“我们主要辅助检查车主、乘
员的身份证，登记车牌等信息。”

去年10月，张亮亮加入“鑫手
相连”志愿者团队，疫情发生以
来，他主动申请加入防疫一线，从
正月十五坚守到现在，“这次疫情
来得很突然，作为一名老团员，为

通州作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抗击疫情，“团”有行动。据

悉，2月 5日，通州团区委在“通
州青年”公众号上发布“通州防疫
志愿者召集令”。召集令发出后 15
小时内点击量就达2.6万人次，500
多名各行各业志愿者踊跃报名。

“第二天，我们就按照党员、团
员、资深志愿者优先原则，选择了
首批94名志愿者组成青年防疫突击
队，经过岗前培训，安排到区11个
防疫检测点位服务。”团区委书记
钱亮告诉记者。

2月 15日省县道防疫点位撤销
后，目前仍有38名志愿者坚守在兴
仁、先锋、骑岸高速点位进行志愿

服务。张帅是北京特警学院的一名
学员，一个多星期前他主动要求加
入志愿者队伍，“我是人民子弟
兵，就应当为家乡、为防疫工作作
一点贡献。”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自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通州团区委
坚持全团动员，做到组织动员到支
部、发挥作用靠支部，坚持多角
度、多层次拓展舆情引导路径，多
举措、多方法推动应急志愿服务，
按需迅速组建了青年宣传服务队、
青年防疫突击队、暖心上线青年心
理陪护队、返乡学子服务队、便民
生活服务队。

这五支队伍主要重点开展防疫

宣传，到区各防疫检测点位服务，
为一线逆行者进行心理咨询和压力
纾解，重点围绕一线医务、公安、
路政、志愿者们的现实生活需求，
提供物资代购、未成年子女和老人
代送、物品代寄、上门理发等服
务。

“像我们组建的 10人经验丰富
的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主要通过
网络课堂、一对一电话咨询、组建
咨询服务微信群等形式，为长期奋
战在镇村一线的干部群众进行心理
咨询。”钱亮说。据了解，目前服
务群有需要解压的一线工作者 46
人，由专业老师进行一对一服务。

抗击疫情，“团”有行动

数百名青年志愿者坚守防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

顾俞）为全力助推企业复工复
产，保障交通畅通，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出行需求，自 2月 24
日起，通州汽车客运站恢复站
务作业，逐步恢复部分客运班
线运行，区内公交暂时不恢
复。后期将根据客流情况，逐
步优化调整运行方案，待疫情
解除后全面恢复。

24日当天，发往苏州的班
线率先恢复班次，于 8:50、14:30
两个时间点从通州客运站发车
开往苏州北广场，11:10、17:00
从苏州北广场发车开往通州，同
时通州客运站恢复通州-昆山
班次，具体发车时间为 8:15、
14:20。有需要的市民可以通过

“南通汽运集团”微信公众号和
“巴士管家”微信小程序查询购
票。25日，我区计划恢复发往
无锡市的班线，一天一个对
班，8:05从通州客运站发班开
往无锡汽车站，12:05从无锡汽
车站发班返程。

全区规模以上企业掀起复
工热潮，但随之而来的用工需

求也越来越大，外地员工返通
上岗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为
了切实推动企业快复工、真复
产，南通汽运集团开展“点到
点、一站式”定制客运包车业
务。2月 22日，南通汽运集团
通州分公司派出 4辆大客车不
远千里赶去甘肃省和政县、康
乐县，跨五省单程行驶1800多
公里，定点接载约90名雄邦压
铸（南通）有限公司外地员工
返通，接受岗前观察。

为落实防疫要求，每辆车
安排了三名驾驶员，同时配置
了防护口罩、额温枪、洗手消
毒液、应急药品等防疫物资。
每一位外地员工上车前检查是
否佩戴口罩，核对身份信息，
测量和登记员工体温。上车
后，督促员工分散就座。在最
后两排设置隔离区，每隔两个
小时对车上所有人员进行一次
体温检测，一旦发现发热乘
客，将按照规定立即采取隔
离、通风、消毒等措施。目
前，通州分公司已向省外省内
发班10余辆次。

本报讯 （记者周优优 通讯员
高莉雯 倪炜） 2月 19日凌晨近一
点，在沈海高速兴仁高速出口疫情
联控点，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当值
兴东街道派出所交通管理中队民警
张晓锋依规排查过往车辆证件时，
苏F小型越野车的驾驶员张某竟掏
出一沓百元大钞，准备付“过路
费”。张晓锋察觉有异，一查，果然

驾驶员酒喝多了。
张晓锋告诉记者，“我让司机出

示身份证，他拿了钱给我说是过路
费，我就感觉不对劲，要求他靠边停
车，立刻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
显示281毫克/100毫升。”

经查，驾驶员张某于前一天晚
上七点左右在南通开发区某小区与
家人朋友聚餐喝酒，据他自己交代，

席间他喝了些白酒。酒席散去之
后，张某先后开车将几个朋友送到
小海、竹行等地，还找了个服务区打
了个盹，醒来后原准备原路返回，却
迷迷糊糊开错了路，开到了沈海高
速兴仁高速出口，被交警逮了个正
着。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测试，张某
达到醉驾标准。后张某被带至区人

民医院抽血检测，目前案件已移交
至南通交警高速二大队进一步审查
处理。

交警提醒：疫情防控期间，交通
管理部门将做到战“疫”、打击交通
违法犯罪两不误，广大驾驶员切勿
心存侥幸，莫给防疫添乱。

本报讯 （记者曹抒雁 通
讯员陈梦迪 顾小虎） 2月20日
上午，区卫健委工作人员深入
骑岸高速路口防控检查点探望
日夜坚守岗位的医疗卫生工作
者，慰问一线防疫“战士”，并
送去必要的生活物资。

卫健委主任张武军对医卫
人员的生活保障很是关心，仔
细询问他们的生活需求及困

难，让他们有什么要求及时提
出，尽量解决大家的基本生活
需要，并叮嘱抗疫一线的“战
士”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注意自身防护。医卫人
员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扬勇于
担当、连续作战的精神，不断
总结经验、提升治疗水平，为
人民群众筑起坚固的健康防线。

本报讯 （记者顾艳 李天
舒 通讯员刘雯 曹单金 唐芳
芳 徐俊红 赵含烟）为了解决
一线职工“头顶大事”，让他们
能够“轻松”上阵， 2 月 19
日，城区雅风美容美发中心和
金色年华理发店的理发师们来
到区交运局和南通汽运集团通
州分公司，为连续奋战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理发。

工作人员们分时段来到充
当临时理发室的会议室，戴着
口罩端坐着，理发师们娴熟地
挥动着电推和剪刀，为职工们
量身打造一个个靓丽发型，还
分享了如何保养和打理头发的
技巧。

雅风美容美发中心理发师
李和清表示：“我们经常会组织
这样的义剪活动，一线工作人
员特别辛苦，没时间也没地方
理发，给他们免费提供服务，
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义剪活动让坚守在“疫”线
的交通人感到温暖。区交通运输
局港航管理科工作人员徐建国
说：“理发之后，我们觉得精神更
加饱满，精力更加充沛，投入工
作的劲头也更足了。”

2月 20日下午，平潮环卫
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我

是美神造型的理发师王荣，最
近看到城管队员、环卫工人在
疫情防控一线特别辛苦，我想
义务为他们理发。”一位中年女
理发师带着工具找到环卫所所
长李燕国说。

原来，疫情防控期间，王
荣在新闻、朋友圈和微信群里
看到许多理发师帮民警、医护
人员理发的报道，便萌生了为
同样奋战在一线的城管队员、
环卫工人理发的念头。

经过场地消毒，搬上一张
椅子，备上剪刀、电推、围
裙，露天的“发型屋”就这么
开张了。为保证安全，环卫所
给需要理发的人分了批次，这
样既不耽误工作，又让大家都
理了发。

王荣顾不上休息、喝水，
一口气为30多位城管队员、环
卫工人修剪了头发。经过她熟
练的修剪，城管队员、环卫工
人一个个精神了许多，连日的
疲惫也似乎一扫而空，心里更
是暖暖的。

疫情面前，不分你我，暖
心的故事就这样上演着，环卫
所工作人员纷纷表示，有了群
众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一定能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葛宏亮） 2月 21日下午，金沙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凌健接过一箱箱物
资，感动地对捐赠人邱少博说：

“谢谢！你们年轻人不忘家乡，用
实际行动表达对我们抗疫人员的关
怀和爱护，值得赞扬和学习。”

邱少博是金沙街道北山社区
人，今年上大五，2015年他就创办
了公益组织 LHDC。此次疫情暴
发，他和该组织 500多名成员捐款
10.5万元，购买了3万只口罩、1万
副医用手套、325只医用防护镜及
酒精、消毒液、抗菌洗手液、方便

面等物资，其中部分捐赠给了湖北
孝感、黄冈、鹤峰的三所医院，另
外都捐赠给了南通及通州的社区、
公安、医院等单位。

邱少博说，疫情严重，看到社
会上很多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
加上他父亲也在疫情中购买了口罩

捐赠给武汉，他就萌生了帮忙的想
法：“我们这个组织原本是公益支
教的，但这次一呼百应，大家都拿
出了生活费和压岁钱，尽量多为社
会做点事。”

今日起通州客运站
恢复站务作业

发往苏州的客运班线率先复班

区卫健委慰问抗疫一线人员

爱心义剪温暖“疫”线

不忘家乡 大学生捐赠防护物资

自投罗网！男子喝“高”欲付“过路费”

南山湖公园，
一对母子正在观赏
梅花。天气日趋温
暖，我区各绿地公
园花团锦簇，春色
宜人，美不胜收。

徐浩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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