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急封闭
所长干起了水电维修

2月1日，根据公安部监所管理
局部署，南通市第二拘留所执行战
时工作机制，实行全封闭管理。为
防止疫情流入，人员分为上岗执勤、
封闭备勤、居家轮休3组，15天为
一个班次，依次轮换。因为上岗执
勤、封闭备勤都在所内，这意味着，
一旦参与封闭管理，民警需要30天
吃住单位、不能回家。

市第二拘留所现有民警19名，
其中女警14人。疫情来势凶猛，紧
急封闭不容迟疑。“防疫紧急，封闭
管理，我是所长，是党员，我先上!”
沙云彬的话音不高，却坚定有力。

“我参加！”“我也参加！”“我是党员，
我必须上！”当夜，9名先锋队员拉
着行李箱入驻监区，开始了单调、枯
燥、重复但责任非比寻常的封闭管
理生活。

测量体温、监区消毒、安全管理
人员收押、情绪安抚……一件件防
疫重任蜂拥而至，沙云彬带领民警
一件件落细落实，监区防控、安全管
理、日常消毒迅速步入正轨。随着
疫情的发展和执勤任务的调整，市
第二拘留所与市强制戒毒所合并执
勤，又承担起市看守所等市区多个
监所民警的备勤隔离任务。原本一
两人使用的洗漱间突然要供近20
人使用，首批女警入住的第三天，就
出现了一些状况。“我们宿舍的灯不
亮了”“卫生间的面池堵了”，这些平
时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了一道道难
题，因为封闭管理，水电工、维修工
都进不来了。“我来解决！”拿梯子换
灯管、徒手拆下水管清理堵塞物，沙
云彬也干成了。

两所合并
副所长51天没有回家

市第二拘留所女警高菲，爱人
在海军部队，常年出海在外，今年春
节好不容易回来探亲。当接到疫情
防控的紧急命令，高菲二话没说，赶
去了单位。就在她上岗的第二天，
爱人也接到紧急归队的通知。2月
10日，忙完一天工作的高菲走进食
堂，电话突然响起，原来老公、女儿
邀请她视频通话，“老婆，生日快
乐！”“妈妈，我好想你！”高菲笑出了
甜甜的酒窝，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

“放心，我在这里一切安好！”一场相
隔千里的“云生日”匆匆结束，高菲
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水，早有准备的
同事们给她端来精心准备的面条、
蛋糕，阵阵暖流淌入她的心田。

自2月8日与市戒毒所合并执
勤以来，市第二拘留所9名同志分
批支援，参与戒毒所管理。从拘留
所到戒毒所，市第二拘留所副所长

骆璐已经51天没有回家。而在3月
6日，连续工作20天的副所长戴亚
云得知市看守所关押任务重，女警
连续作战、压力大后，毅然向组织递
交了请战书前往支援。

市第二拘留所中队长陈莉，女儿
今年就要参加中考；中队长薛春峰，
爱人重病手术后，家中的大事小事都
由他操持；中队长陈红惠，母亲年前
刚动了手术……疫情来袭，他们二话
没说，投入战时封闭管理，成为中流
砥柱。

双倍付出
其中10人是双警家庭

鲜为人知的是，市第二拘留所
19名民警中，有10人是双警家庭。
疫情期间，他们的家庭需要作出更
多的奉献。

新党员蒋程婷，爱人陈维是崇
川公安分局钟秀派出所副所长，从
年三十以来一直奋战抗击疫情一
线。接到封闭管理通知后，蒋程婷
主动报名参战，在儿子、女儿的不舍
中匆匆奔赴抗疫前线。

中队长宋丽娟，爱人任小明是
崇川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查禁中队
长，忙于一线工作已经好几天未着
家了。接到任务的宋丽娟，匆忙拿
上洗漱用品、换洗衣物，让妈妈抱着
年幼的儿子躲进房间看动画片，自
己悄悄溜出家门，赶往单位上岗执
勤。

内勤民警徐娟的爱人黄斌是市
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的中队指导员，
负责路面巡防巡控和应急处突任
务。而徐娟负责全所文件上传下达、
法律文书开具、信息报送。面对封闭
管理的紧急命令，她来不及和黄斌多
商量，将3岁的孩子交给自己的母
亲，毅然加入封闭管理的队伍。

“一战到底”的战时工作模式，
对于民警而言，无论是工作强度，还
是心理压力，都是巨大考验。为此，
市公安局全力做好战时民警优待、
保障工作，多次送上战时表彰、慰
问，监管部门除了确保生活物资充
足供应外，还通过组织适当的文体
活动等方式，科学合理安排备勤期
间民警、辅警的工作生活。

以所为家，全警迎战。今年春
节，沙云彬想陪陪儿子的愿望落空
了。儿子陈东来是名警校生，去年
暑假跟班实习、下半年参与国庆70
周年安保，一直未曾回家，今年寒
假是工作前的最后一个假期。不
过，对于母亲的执著坚守，陈东来
特别能够理解，他说这是一名警察
的担当！他还特地写了一首题为
《警察妈妈》的信，献给妈妈。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有勇往
直前！

本报记者张亮

疫情期间，市第二拘留所实施最严封闭
管理，上一个班至少30天不能回家——

“孩子，今天工作辛苦吗？
生活上还缺什么？尽管说，我给
你送过来。”22日，在黄石市阳新
县人民医院支援的南通瑞慈医
院ICU护师徐刘媛下班后，接到
了来自“阳新妈妈”的问候微
信，让她心头一暖。

错过欢送，
阳新“妈妈”很受伤

20 日上午，驰援湖北黄石
南通医疗队的 37 名队员跟随
江苏大部队踏上返程之路，沿
途热烈的欢送氛围让队员们深
受感动。

然而，家住黄石市阳新县的
庞女士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因
为她错过了江苏援助阳新医疗队
的欢送仪式。庞女士的儿子段琦
在南通瑞慈医院的急诊科工作，
前几天，得知儿子也有同事在阳
新县人民医院支援时，庞女士和
儿子说，自己一定要找机会去看
看这个南通姑娘。

庞女士的家距离队员们居住
的三江大酒店步行只要10分钟，
因为疫情管控不能出小区，虽然
就在附近，庞女士却始终没能和
自己心心念念的南通“女儿”徐刘
媛相见。19日晚上在家看电视
新闻，得知队员们第二天上午就
要离开，庞女士着急了，“既然阳
新这两天已经解封了，咱们出门
也没关系，我们去酒店给小徐他
们送行！”第二天早上9点，她和
爱人步行到酒店，却发现仪式结
束，队员们已经在回程的路上了。

阴差阳错，
终见到南通“女儿”

当时，庞女士和爱人心里很
不是滋味，她给刚下夜班的儿子
打了个电话，倾诉自己错过见面
机会的懊恼，没想到却收获了意
外的“惊喜”。“徐刘媛没跟这批队
员一起走，她还留守在阳新呢。”
从儿子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庞
女士别提有多高兴了。

“不知道她们哪天要走，我今
天一定要去看看她，不能再留下
遗憾了！”对于父母的决定，段琦
很支持，他主动向二老提供了徐
刘媛的电话号码，并打听到了她

当天的下班时间，还让徐刘媛要好
的同事先给她微信留言，说明了其
父母的来意。

由于徐刘媛当天上的是早上8
点到中午12点的班，考虑到她下班
还得吃饭洗澡，二老先折回去买了
好些水果，然后早早守在酒店，直到
下午2点才给徐刘媛打了个电话，最
终，他们如愿见上了一面。

代表父辈，
向“孩子们”道声谢

今年2月24日抵达黄石后，南
通医疗队的三名队员被分配到黄石
阳新县人民医院，其中一名队员就
是南通瑞慈医院 ICU 护师徐刘
媛。巧的是，徐刘媛所在的南通瑞
慈医院的一名同事段琦就是黄石阳
新县人。得知家乡疫情之后，身为
急诊科医生的他十分担忧，也曾第
一时间报名，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
是支援阳新江苏同仁们的实力让他
很安心。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段琦他几
年才能回阳新过一次年，今年想回
来又让疫情耽搁了。我们有时候也
会去南通看他，所以对于南通这座
城市，我们有着不一般的感情。得
知南通也派人来支援阳新，我真是
非常激动。看到徐刘媛，我更感觉
特别亲切，就跟看到女儿回来过年
了一样。”庞女士表示，她很感谢支
援阳新的南通医护人员的付出，作
为阳新人，也作为年轻医疗队员们
父母辈的人，她想对孩子们亲口说
声“谢谢”。

尽己所能，
“90后”坚守到最后

“吃得好不好？住得怎么样？
工作辛不辛苦？”20日下午，踏出酒
店，面对“庞妈妈”的嘘寒问暖，徐刘
媛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真的感觉两
位老人把我当成自家闺女看待，虽
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完全不觉得陌
生。好像真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来
看我一样，很想和他们谈谈心，说说
家常话。”虽然只是匆匆一面，庞女士
和爱人的到来却给了徐刘媛极大的
温暖和安慰。两位老人还亲切地挽
着她的手，和她开心地合影留念。

20日上午，50名队员启程返
苏。徐刘媛接到上级通知，和南通
市肿瘤医院的两位护理同仁暂不撤
离，此前一直在阳新县人民医院隔
离ICU当班的她工作地点也已转移
到了普通感染病房。

在阳新工作的情况，倔强的徐
刘媛总是报喜不报忧，但眼尖的同
事还是从她传回的照片里发现桌上
的抗过敏药——“开瑞坦”。大家这
才知道，她因为每天长时间穿着防
护服，被捂出了一身的湿疹。由于
工作突出，3月18日，阳新县委、县
政府授予徐刘媛“抗疫标兵”光荣称
号。“虽然不能和大家一起撤退，但
看到他们离开时的照片和视频，黄
石人民真挚的热情深深地震撼到了
我。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站好最后
一班岗！”电话采访中，这位“90后”
美小护的声音铿锵有力。
本报记者冯启榕 本报通讯员王丽君

3月22日，南通市第二拘留所（原南通市收
容教育所）实施全封闭管理的第51天。疫情来
袭，这个以女警居多的监管场所，需要克服更多
困难。所长沙云彬以女性的坚韧执着，带领全所
民警冲锋一线，严守高墙里的平安与和谐。

初次见面，却像久违的亲人
南通“美小护”在黄石有了新“妈妈”

铿锵玫瑰
别样坚守

随着湖北多地连日的零新
增，滞留湖北的南通学子开始踏
上归程。20日晚，滞留湖北赤壁
两个多月的海安中学高一学生小
石，经过12小时长途跋涉，终于
回到了海安。在海安当地的家中
隔离14天后，小石就能和以往一
样正常生活了。

辗转回通
花费原来双倍时间

疫情到来时，小石被滞留在
了赤壁老家。这两个月，班主任
李勤老师几乎每日都打电话询问
他的身体和学习情况，远程帮助
他解决困难。

3月18日，两个月没有踏出
家门的小石从村委会得知，赤壁
地区人员如果持相关证明，可以
离开湖北。他当时就和自己的班
主任李勤联系，希望李老师能提
供帮助。办证明、联系海安当地
社区、做好返程安排及居家隔离
方案……在李勤的帮助下，短短
两天时间，小石一家如何从赤壁

回海安的方案形成了。李勤说：“为
了考虑突发状况，我们还准备了志
愿者短途接驳的预案。”

3月20日一早，小石在家准备
就绪，就等待着出发的那一刻。他
手持当地的出行证明和南通的接收
证明，从赤壁，依次经过岳阳、南京，
耗费十多个小时，到达了久违的海安
火车站。据了解，如果在平常，赤壁
到海安只需要六个小时。

居家隔离
各方对他关怀备至

小石是他所居住的海安城东镇
泰宁村首位从湖北回来的学生。泰
宁村村委会主任刘金兵表示，在了
解到小石要回海安并在当地进行居
家隔离后，村委会十分重视。20日
晚，村团委书记赵晓霞开自己的私
家车将小石一家直接从海安火车站
接到他们家中，开始实行居家隔
离。21日上午，村后备干部张晓波
前往小石的住所，帮助小石一家购
买了蔬菜和生活用品。

小石回海安后，海安中学还给

他送上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以及口
罩、酒精等防疫用品，并询问他的租
住屋内有没有网络、学习用品是不
是齐备。班主任李勤在第一时间把
小石返回海安的消息通告了全班同
学和家长。小石说：“他们的关心和
问候，让我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终身难忘
我将报答母校社会

为了保证居家隔离的小石学业
不受影响，海安中学组织教师专门
针对小石进行帮扶。据李勤介绍，
学校专门为小石组建了一个群，让
老师一对一解决小石在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

小石说：“病毒无情人有情，在
这场灾难面前，有学校领导老师的
关心，有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我是
天底下最幸运也是最幸福的人。我
一定牢记恩情，珍惜在海中的学习
机会，刻苦学习，将来用实际行动报
答母校、回报社会。”他表示，2020
年的春季非同寻常、终身难忘。

本报记者沈樑

老家湖北赤壁的高一学子终于回到海安

第二故乡让他倍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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