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废物（含涉疫医废）安全
妥善处置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环。
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是一家经营危险废弃物的收集、贮
存、处置的专业公司。该公司医废
高温蒸煮车间负责人钱建红，主要
负责全市医废的收集转运和处置工
作。近3个多月来，他带头坚守公
司医废收集处置第一线，按照“规
范、及时、安全”的原则，全面推
进全市医疗废物规范收集、及时转
运和安全处置。

2月14日，市华瑞危险废物处
理中心有限公司根据上级管理部门
要求，成立医废收集处置专班，要
求所有医废收集、处置人员入住宾
馆，实行专班工作制。接到通知
后，钱建红立即收拾换洗衣服和日
常用品，迅速赶回公司，协调安排
其他专班人员，当晚入住专班集中
居住点。

在疫情防控期间，市华瑞危险
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除了收集转
运和处置全市原有的30多家医院

的日常医废外，还要收集转运和处
置全市各集中医学观察点、码头、
高速卡口和封控小区、核酸检测采
样点等地产生的涉疫医废。在医废
处置人员及车辆运力紧张的情况
下，如何合理安排车辆和收集路
线，是钱建红每天的工作重点。他
利用微信群查看在线表格内各点位
待收集医废情况，每天向公司负责
人汇报工作进展， 提出下一步工
作建议，同时与管理部门、各点位
沟通协调车辆安排时间，并根据车

辆情况及时调整路线。此外，他还
根据各点位要求，落实安排医废周
转箱和纸箱的发放，医废的收集处
置及周转箱清洗消毒等工作。

为了把工作做细做实，钱建红
进入专班后，每天提前上班推迟下
班，晚上还要制订工作计划，确保
第二天出车前安排调整好涉疫医废
收集任务。疫情形势紧张的那几
天，常常是最后一辆医废收集转运
车回到公司已是第二天凌晨一两
点，钱建红和转运人员一起装卸医

废，做好安全处置。
根据要求，医废收集处置专班

人员作业期间，必须按照二级防护
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和消毒杀菌工
作。随着气温逐渐上升，在严格的
防护措施下，专班作业人员防护服
里衣服全身湿透，防护手套里双手
被汗水泡得破了皮，鞋套里整天湿
漉漉的，但是为了人员安全和疫情
防控，钱建红以身作则，并督促专
班人员规范使用防护用品，严格落
实专班管理要求，做好相关记录。

钱建红原来每天正常下班后要
照顾患有高血压、脑梗疾病的父
亲，自专班集中居住后，这些事全
都落在妻子一个人身上，他只能通
过电话、微信了解家中情况，和家
人讲述医废处置工作的重要性，得
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钱建红表
示：“医废收集处置专班将进一步
强化措施，确保涉疫医废高效收运
与安全处置，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钱建红：坚守医废收集处置第一线
□融媒记者 王会信

推荐人：袁剑育 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推荐语：面对疫情，钱建红挺身而出、逆向前行， 连续3个多月坚守在医废收集处置第一线，用责任和奉献谱写出了一曲感人

赞歌。

今年48岁的朱敏辉在冶金园
（锦丰镇） 向阳村经营一家汽修
厂，多年来，他热心公益事业，资
助了多名贫困学子。面对疫情，朱
敏辉主动报名成为向阳村的防疫志
愿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请大家保持一米间距，有序
排队。”区域核酸检测期间，朱敏
辉化身“喊话员”，在采样点位上

维护秩序。从早上6点半到中午11
点半，重复喊话数百遍让他的嗓子
变得沙哑。朱敏辉还是一名防疫

“宣传员”，时不时就举着小喇叭在
村里转一圈。“不信谣，不传谣，
自己在家防护好。”“人间自有真情
在，帮你‘捅喉’也是爱。”为调
动村民的防疫积极性，把疫情防控
措施听进耳中、记在心上，朱敏辉

通过各种“花式”宣传，传播防疫
“最强音”。

“自即日起，锦辉汽修全体员
工为所有奋斗在防疫一线的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提供车辆免费救援抢修
服务，敬请大家相互转告。”4月
14日上午8时，朱敏辉在朋友圈发
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当天晚上 7
时，朱敏辉接到第一个“订单”，

有一名社区工作人员驾车回家，半
路上轮胎漏气，不得不将车停靠在
杨锦公路路边，随后电话联系了朱
敏辉。接到求助电话后，朱敏辉赶
到现场，帮车主换上备胎，并在第
二天把轮胎修补好为车主换上。类
似的求助电话，朱敏辉接到了数十
个，他总是及时安排员工赶去救
援。

热心公益是朱敏辉多年来形成
的一种习惯。2015年，朱敏辉通
过“格桑花西部助学”公益组织与
青海省贫困学生结对，以捐资助学
的形式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当年他
资助了一名来自西宁市湟源县的学
生。“这位女孩让我印象深刻，她
从小没有母亲，虽然家庭贫困却努
力求学，我就决心帮助她。”朱敏

辉说。截至目前，他已累计资助了
8名学生，其中7名已经考上大学。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朱敏辉
表示，他的想法很简单、很朴实，
就是脚踏实地做一些热心事，去影
响周边的人，让大家都有一份火热
的爱心，也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朱敏辉：抗疫有我 公益同行
□融媒记者 陆 健

推荐人：孙宁 冶金园（锦丰镇）向阳村村委工作人员
推荐语：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朱敏辉在公益路上默默前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让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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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娟啊，还是你的手艺好，
我看别人都没有你这门好手艺。”

“朱大姐啊，您要是满意，下次我
还上门来为您服务。”“好的呀，在
家里理发方便称心，还有个伴陪我
聊聊天。”

初夏午后，经开区（杨舍镇）老
宅社区居民朱阿姨家中有些热闹，
时不时从屋内传来笑声。钱惠娟一
边熟练地为朱阿姨理发，一边陪着

老人聊些生活琐碎。“剪好了。”钱惠
娟放下剪刀，轻柔地帮老人拂去脸
颊上掉落的碎发，将镜子递到朱阿
姨面前。“哎呀，精神多了。”看着镜
子里的自己，朱阿姨笑了起来，直夸
钱惠娟的服务好。

今年58岁的钱惠娟曾是一名
理发师，近年来她发现，原本一些
开在社区不起眼位置，收费便宜的
小型理发店愈发难寻，取而代之的

是不少装修高档的时髦理发店，
“这些理发店的收费一般都不低，
老年人不太追求造型，只讲究个实
惠，想要找个合适的理发店就难
了。”细腻敏锐的钱惠娟察觉到这
个现象后，结合身边不少老年人的
呼声，便有了上门为老年人理发的
想法。

就这样，钱惠娟开启了老宅社
区理发“新模式”——上门理发服

务。钱惠娟给老人理发不仅不收
费，还耐心地陪着老人们唠嗑，纾
解烦恼。十多年来，她背着工具包
走街串巷，笑意盈盈地进入每个老
人家中，将贴心的服务和真诚的关
爱送进门。

钱惠娟常把“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这句话挂在嘴边，在家中，
她努力尽心孝顺老人，报答养育之
恩，家庭其乐融融；在社区里，她

用无微不至的服务诠释了孝道，百
善孝为先的美德深植她的心间。因
此，对待社区的老人们，钱惠娟也
视他们为家人。一次，钱惠娟给一
位独居老人理发时，老人无意中提
起身体有些不舒服，此后钱惠娟连
续多日上门探望老人，发现他不仅
高烧不退，还出现了上吐下泻和下
腹疼痛的症状。钱惠娟立即为老人
联系了医院，帮忙挂号，联系护

工，老人病情得到控制后她才放下
心来。只要自己有能力，钱惠娟从
不拒绝老人的求助，因为信任她，
不少老人将她当女儿，甚至愿意将
银行卡交给她保管。

“每个家庭都有老人，每个人
都会变老，关心老人也是关心我们
的将来。”钱惠娟一片赤诚为老人
服务，她的这份“及人之老”的

“大孝”之心，赢得了大家的肯定。

钱惠娟：一片赤诚诠释孝老之心
□融媒记者 张 纯

推荐人：秦赟 经开区（杨舍镇）老宅社区副主任
推荐语：钱惠娟是老宅社区远近闻名的热心肠，凭借着一门理发的好手艺，多年来她无偿为社区的老人们服务，关心老人，陪

伴老人，用真情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涵义。

陈科吟一毕业就扎根基层派出
所，在最“琐碎”最“繁忙”的内
勤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2021年
9月，为积极响应“在社区”警务
战略落地见效，陈科吟主动申请离
开“三尺窗口”，成为一名社区民
警。一个月里，她马不停蹄地跑遍
所有门店、学校、工地……

喜欢记手账的她，走访中密密
麻麻地记录着家长里短、鸡毛蒜
皮。得益于“腿脚勤＋笔头勤”的
习惯，陈科吟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
了情况，顺利融入社区“大家

庭”。“陈警官虽然来社区没多久，
但我们一看到她，就像感觉定心丸
来了，一些棘手的纠纷她总能化
解。”一提到陈科吟，经开区（杨
舍镇）锦绣社区党总支书记许颂贤
就忍不住夸赞。

2021年12月中旬，沙洲湖大
桥南侧广场的两支跳舞队为争抢场
地，多次发生口角。陈科吟先是安
抚双方情绪，避免冲突升级，然后
引导两方选代表参与调解。在陈科
吟推心置腹地劝导下，双方代表心
平气和地坐进调解室。为确保日后

双方能够和谐相处，陈科吟提出两
种解决方案：一是“错时跳舞”，
避免时间上的冲突；二是“限号跳
舞”，按日期单双号，大家“跳一
天、歇一天”。后来双方同意按方
案一实行，困扰社区许久的老纠纷
就这么被她巧妙化解了。

把窗口服务的经验融入社区警
务，和声细语的言谈，加上女性特
有的亲和力，在化解矛盾纠纷方
面，陈科吟自有一套功夫，短短半
年成功化解各类纠纷20余起。

“在全民反诈的当下，辖区无

诈是每个社区民警的共同愿景。”
陈科吟刚上手，就定下创建“无诈
社区”的“小目标”。每天早上，
陈科吟都提前到所里，认真梳理前
一天的发案情况、研究近期防范重
点，准时在30个警民微信群里推
送、转发，最大程度扩大宣传覆盖
面。半年内，她拍摄反诈微视频
10余条，开展警民恳谈、法制宣
讲 15 次，面对面“扫楼”宣传
800余户。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
群众送上“反诈妙计”，一年来锦
绣社区实现电信网络诈骗“零发

案”。
今年3月初，陈科吟接到一条

国外的微信求助信息：求助人小俞
说，他父亲住在锦绣花苑，可能正
遭受网络诈骗，自己因在国外，尝
试多种方式劝阻均无果。此前在居
民群里看到民警经常发送防范诈骗
的通报，于是立即来求助。刻不容
缓，正在辖区走访的陈科吟立即上
门查找，因家中无人，她马上在电
话里给予提醒，可没说几句，就被
对方斥骂挂断，再拨已无人接听。
陈科吟没有畏难，多次与小俞沟

通，得知他父亲特别“好面子”，
只有面对家中长辈才“低头”。她
随即转变劝阻方式，第一时间找到
小俞奶奶的住处，说明来意后，拉
着老奶奶协助参与反诈劝阻，最终
化解了这场危机。

陈科吟的热心也换来辖区百姓
的真心称赞，大家都认识了这个常
在小区里遛弯唠嗑的女警，一个个
竖起的大拇指是对她最好的鼓励。

陈科吟：做守护一方的“贴心人”
□融媒记者 常建伟

推荐人：蔡洁 经开区（杨舍镇）锦绣社区副主任
推荐语：从作为“管家”的综合内勤，到一名被群众认可的社区民警，岗位在变，职责在变，但她从警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

她就是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锦绣社区民警陈科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