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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昊杰，“85后”，济北街道滨湖社区党委书记
兼安大社区党委书记。同事眼中，她是“女汉子”

“拼命三娘”“女侠”；社区居民眼中，她见谁都是一
脸笑意、不会生气的温柔样儿，像极了邻家闺女；家
人眼中，她做事认真、有责任心、有爱心，是不知疲
倦的“大忙人”。她是女性，亦是战士；她平凡、温
暖，亦巍峨如山；她单薄瘦弱，亦有守护城池的坚
韧。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社区书记，
关键时刻就得往前冲”

1 月 22 日，江昊杰正式开始了抗击新冠肺炎
的系列工作——集中部署防疫工作，摸底排查、全
面宣传疫情防控，排查归档，签订保证书、解除隔
离协议……

滨湖社区现辖 4个大型城市小区，5个村居，
8300余户2.6万余人，居民多、流动人口多、外来人
口多，防控任务艰巨紧迫。江昊杰抢抓时间窗口，
领先一步动员网格单位党员、村“两委”成员、退役
士兵公益岗等上门入户摸排，仅用两天半时间就全
面完成辖区8300余户的调查任务。工作中，她创
新思路，通过环环相扣、轮轮衔接，让防控网越收越
紧的“紧网工作法”，成功发现多次故意隐瞒涉鄂行
程的社区居民黄某，顺利排除安全隐患。

作为队伍的领头雁，江昊杰身体力行带领大
家冲锋在前。在滨湖社区，白天问起江书记在哪
里，得到的答案总是在街上、在小区、在巡访、在设
防；入夜，她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凌晨……宣传、
服务、排查、管控各项工作繁杂细致，江昊杰的工
作压力可想而知。这些天，她走遍了滨湖社区辖
内每个小区、每条道路，去宣讲、去监督、去排查。
没有隔离服，也没有防护衣，所有工作，都只是带
着一层医用口罩进行。但是，她不能退，也没想过
退，滨湖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任何事情，江书记
总是第一个上，她不会只在后方指挥，一直始终冲

在一线。江昊
杰说，“在这个
特殊时期，大
家心里都有顾
虑，关键时刻
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一名社
区书记，就应
该 带 头 做 表
率，这个时候
不上什么时候
上。”

社区处在
基层治理最前
沿，也是疫情
防 控 的 第 一
线。为了守住
阵地，江昊杰
每天从早上 6
点开始工作一
直到凌晨，24 小时都处于待命状态，手机从不敢
离身片刻，时时都在关注每一条预警信息。忘记
吃饭更是常有的事，囫囵的早餐、不定时的午饭、
半夜的晚餐成了标配。江昊杰像个陀螺一样不停
地转动。累吗？她笑笑说，“没想过累不累，现在
防疫形势还是这么严峻，我只想着做好能做的工
作，这是我的责任。”

“服务居民就是我的工作，
得到居民认可是我最大的幸福”
疫情防控开展以来，安全检查工作必须细之

又细，部分居民对此不太理解，甚至不配合。为
此，江昊杰总是耐心细致地与居民沟通，告知居民
疫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安抚着居民们的情绪。

“大爷您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为了保障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没有特殊事
情，尽量不要外出。”“您好，我是社区书记江昊杰。
咱们现在实行一户一卡，您反映的情况我先记录
下来，肯定都有办法解决的。”类似这样的话，江昊
杰每天要说上几百次。

在大家足不出户自我隔离的时候，她每天带
领社区工作者敲开一个个紧闭的屋门，确认着每一
个居民的信息，全力以赴把好社区健康关、隐患排
查关。为了让居家隔离人员生活更有保障，江昊杰
与同事们又化身“采购员”，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基础
上，切实周到地为居家观察人员及其家庭解决生活
上的困难，送去贴心的服务和温暖的关怀。她说，
我们敲开的不仅是社区居民的家门，更是敲开了群
众的心门。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传递到群众心里，群众才会更安心。

江昊杰和同事们的辛勤付出，得到了群众的
充分认可。澄波湖小区的住户悄悄留在社区办公
室1000元钱，事后打电话说社区工作不容易，让他
们多买些防护用品；有的居民买了水果去看望他
们，也有的居民志愿加入宣传队伍，动员大家积极
配合防疫工作……阵阵暖流温暖鼓励着每个社区
工作人员。江昊杰说，“服务居民就是我们的工作，
能得到居民的认可，是我们最骄傲和幸福的事。”

“最愧疚的是照顾不上孩子，
可我无怨无悔”

疫情发生以来，江昊杰每天都是日出而作，伴
月而归。一是下班太晚，二是接触人员繁杂，她没
有把握自己会不会给家人带来风险。当家中不满
三岁的女儿奶声奶气地问她：“妈妈，你已经上班
很多天了，为什么不能回来陪陪我，为什么不能抱
抱我”的时候，江昊杰瞬间红了眼眶，只能隔着手
机哄她几句，“宝贝乖，好好听话，现在我们的家园
被病毒攻击啦，妈妈要和很多叔叔阿姨一起，抗击
病毒，守护我们的家。等病毒被打败，妈妈就回去
见你，好吗？”说起孩子，江昊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的情绪，背过去偷偷抹起了眼泪。“我回家的时候，
孩子已经睡着了；我早上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
她已经14天没见过我了，但是我相信她一定能理
解我的工作，我不后悔。”

抗疫艰辛，家人的支持是江昊杰的源动力。
为了让江昊杰心无旁贷地抗击疫情，她的老公和
公公婆婆毅然承担起照顾孩子的担子。他们说工
作上帮不上江昊杰的忙，就在家里管理好自己。
白天，勤打扫卫生，勤洗手，不外出；晚上，留好饭
菜等着她。“我对象单位还没复工，这段时间都是
他在带孩子，正是有了他们的无私支撑，我才能安
心‘打仗’”。江昊杰说，“白天一直忙工作，顾不上
想家人。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对不
起他们。我现在就盼着战‘疫’早日取得胜利，能

安安心心跟家人一起吃个团圆饭。”
采访手记：
2月14日下午，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湿冷

冷的。见到江昊杰的时候，她正在澄波湖小区疫
情防控检查点给工作人员讲解手持终端的使用方
法。还没来得及相互介绍，她便说，一起去大明胜
景小区吧，今天要给居民发放通行证。这人真是
自来熟，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江昊杰穿着被雨打湿的白紫色相间羽绒服，
一边打电话，一边在雨中快步走着。半天的采访，
她无数次被电话打断，但她没有回绝任何一个电
话人的咨询问题，每个电话都细致又耐心的回复。
好不好和对不起，是她说的最多的话。她说，平均
每天能接打300多个电话。杂、忙、细是她给我的
第二印象。

澄波湖小区—大明胜景小区—金海花园小区
—金湖国际小区，这是江昊杰作为滨湖社区书记
要负责的四个小区。每到一个小区，她都要详细
了解当日小区居民出入情况。看到有不带口罩或
者要外出的居民，她就主动上前规劝。凡与防疫
有关的任何事情，她都要亲力亲为、且事无巨细，
她用脚步丈量疫情，却从不喊累。小小的个子、大
大的能量是她给我的第三印象。

瘦瘦小小的江昊杰，肩上多了份沉重的责任，
心中植下了份对居民的牵挂，人生中添了些许历
练、多了几许成熟。因为牢记使命，所以才不眠不
休；因为心有力量，所以才无畏风雨；因为甘于奉
献，所以才舍小家为大家。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
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
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疫”中，江昊杰和她的同事们脚踏实地、坚
守一线，用自己的力量构筑起了滨湖社区居民防
疫路上最坚固的安全屏障；用实际行动，彰显着善
美济阳人的担当与奉献。

（王 清）

本报讯 2月14日，为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爱心企业“众志成城、共抗疫
情”捐赠仪式在区人民医院举行。区领导白宝

强、牟晓丽、卢士平参加活动。
捐赠仪式上，济南盛禾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向区人民医院、区
中医医院两家医院捐赠了总价
值 42万元的移动式空气消毒机
100台。

白宝强对企业家的善举给
予高度评价，指出，在奋力抗击
疫情的关键时刻，爱心企业能够
及时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为奋
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先进
的安全防护设备，用实际行动彰
显了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希望
社会各界以爱心企业为榜样，积
极为全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自
己的贡献，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全 力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这 场 硬

仗。
副区长牟晓丽向济南盛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颁发了捐赠证书。 （邓旭光）

爱心企业为两家医院
捐赠价值 42万元空气消毒机

本报讯 2月16日，全区疫情防控
期间企业复工生产及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在区政务中心二楼会议室召
开。

区政府党组副书记、济北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王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指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开复
工的督促指导，并做好企业大面积复
工的各项准备工作，认真研判行业特
点，提前谋划，密切配合调度，要压紧
压实防控责任，进一步细化行业企业
复工方案，及时掌握并解决企业复工
面临的问题，确保企业复工平稳有序
推进，要全面加强复工人员普查和员
工健康信息统计，详细掌握员工身体
健康状况，切实加强重点人员排查管

控；严格落实每日上报、消杀清洁、人
员进出检查登记等防控措施，尤其是
企业员工要做好佩戴口罩、清洗消
毒、体温检测等防护措施，加强自身
防护；建立和落实复工上岗前个人防
护知识全员培训制度，保障企业安全
复工，并教育引导职工配合全区各项
防控工作，保障全区疫情防控形势稳
定；进一步完善企业管理制度，深入
细致做好各项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确保企业复工平稳有序推进。

会上，区工信局、区住建局主要
负责同志讲了意见。

区有关部门、济北开发区和各镇
（街道）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邓旭光）

全区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生产
及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2 月 15 日，区政府党组副
书记、济北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长军
到仁风镇、曲堤镇、济阳街道调研督
导企业复工生产及疫情防控工作。

王长军一行先后到仁风镇山东
鑫硕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曲堤镇济
南好煮夫快餐有限公司、济阳街道山
东欧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地
察看,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运营及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仔细询问当前
企业复工生产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王长军指出，各企业要加强人员
车辆管控，切实做好出入人员、车辆
登记及消毒工作，进一步强化摸排稳

控，切实做到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保
护群众生命健康。相关部门要及时
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加大支持力度，
确保企业高效高质运转，为保障人民
群众生活和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做出
贡献。要严格落实职责，进一步完善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逐条逐项落实到
位，并结合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最新
要求，及时落实相关防控措施，确保
疫情防控工作全覆盖。要提高自我
防护意识，保障健康安全，全力以赴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区工信局、仁风镇、曲堤镇、济阳
街道主要负责同志陪同调研。（邓旭光）

区领导调研督导企业复工生产
及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2月 14日，区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党建保障组工
作会议在为民服务中心十一楼会议
室召开。区领导张方、李光耀出席会
议。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方主持
会议并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立足部门职能优势，指
导各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继续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冲锋在第一线，战
斗在最前沿。要进一步抓好工作落
实，发挥党员先锋队、党员责任岗等
平台作用，完善疫情防控一线考察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体系，完善区
级、镇街、村社区、网格四级党建保障
督导体系。要进一步强化工作保障，
深入了解参与一线防控工作的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存在的实际困难，有针
对性的解除后顾之忧，注重典型激励
引导，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锋的浓

厚氛围。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光耀要

求，思想认识上要再提高，进一步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网格管理上要再用力，进
一步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的严密
防线。工作配合上要再加强，进一步
形成齐抓共管共同抗疫的生动局面，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
量。

会上，党建保障组副组长传达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区直各部门分别结合单位工作
职能汇报了党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情况；各镇（街道）分别汇报了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疫情防控作用
发挥情况，村居疫情防控网格化划分
和作用发挥情况。

区直有关部门、各镇（街道）分管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刘 婧）

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党建保障组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2月 13日，为支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农工党济
阳区支部委员会向区疾控中
心、曲堤镇捐赠了一批防疫物
资。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
工党济阳区支部委员会主委
杨玉美，副区长牟晓丽参加捐
赠仪式。

据了解，此次农工党捐赠
了 900 瓶抗菌洗手液、1080 瓶
皮肤消毒液等共计价值 10 万
余元的防疫物资。

区委统战部、卫健局，济
南泰瑞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刘一心）

农工党济阳区支部委员会向抗疫一线
捐赠防疫物资

本报讯 2 月 14 日，爱心企业山东北方元生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捐赠仪式在区卫健局三楼会议室举行。区领导白宝
强、牟晓丽参加活动。

捐赠仪式上，山东北方元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捐赠了
口罩、防护服和体温测量计。公司负责人表示：“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异常严峻，我们企业应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疫情防控
献上一份绵薄之力！”

活动中，副区长白宝强向山东北方元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颁发了捐赠证书并对企业的善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在
奋力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爱心企业及时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
捐赠重要物资，充分体现了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区委、区政
府将不辜负全区人民和广大企业界朋友的期望，团结带领干部
群众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李 帅）

爱心企业捐赠防疫物品

本报讯 2月15日，区新联会上海分会（上海市济阳商会）向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捐赠物资，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区领导
牟晓丽参加活动。

据悉，此次捐赠是上海市济阳商会(区新联会上海分会)在向
家乡捐赠10吨消毒液的基础上，第二次向家乡捐赠防疫物资。
此次捐赠包括方便面、火腿肠、面包、牛奶等共计80余箱，充分
体现了上海市济阳商会的社会担当，体现了上海市济阳商会心
系家乡、与家乡患难与共的深厚情怀。

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驻长三角招商站相关负
责同志参加活动。 （通讯员）

区新联会上海分会
向区指挥部捐赠抗疫物资

冲锋在战“疫”一线的最美85后“小巷总理”
——记社区书记江昊杰

本报讯 2月14日，区新联会上海分会（上海市
济阳商会）向区疾控中心捐赠10吨消毒液，助力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

区新联会上海分会（上海市济阳商会）会长
王泽东、秘书长孙寿海等纷纷表示：看到家乡疫
情防控工作人员奋战在疫情一线，守护人民健

康，作为在外的济阳人应极力支援家乡，这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我们的微薄之力可以为
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做一点贡献。

区委统战部、区卫健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
动。

（王清 刘一心）

区新联会上海分会向区疾控中心
捐赠10吨消毒液

本报讯 济阳街道济阳帅康面粉有限公司，是我区唯一的
面粉加工企业，承担着全区人民的生活所需。武汉新冠病毒发
生以来，公司经理任道德看到我区各个部门的同志奋战在抗疫
第一线。持别是武汉人民及医护工作者挺身而出与病毒作拼
死斗争，有的牺牲在抗疫斗争第一线，他受到深深感动。

疫情牵动着他的心，国家有难我有责，任道德决心用实际
行动，给抗疫前线的工作者献上一片爱心。在公司资金紧张的
情况下，他克服困难，急抗疫前线所急，献出10吨面粉，为打赢
新冠病毒战疫做出一点贡献。 （通讯员）

济阳街道爱心企业
捐献10吨面粉

本报讯 2月10，济南银都房地产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元众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到仁风镇政府、济
北派出所、新元社区及济阳综合执法大队、消防
大队、毛官庄社区等处，为奋战在一线的抗疫工
作人员和部队官兵送去了消毒液、水果、八宝粥、
方便面、面包等物资。

“疫情来袭，医护人员、政府及社区工作人员

连夜加班的景象，我们都看在了眼里，作为企业，
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不是医
生，上不了最前线；不是战士，不能守护一方平
安，就在后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通过我
们的捐赠，能够为济阳的抗疫工作尽到微薄之
力。”银都房产总经理陈元众表示。

（李树新）

银都房地产有限公司为一线人员送抗疫物资

整治城乡环境 共创清洁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