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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
“兰州好人”
，
是疫情防控一线的他们
本报讯（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王思璇）3 月 25 日，兰州市文明办发布
2020 年一季度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专题兰州好人，他们分别是：
“助人
为乐”好人王全军、杨萍、张义军、陈邦
宏；
“敬业奉献”好人王龄庆、尤弘霞、兰
小荣、仲荣锋、刘润庆、苏小军、苏瑞雪、
周渐、柴宗涛、高成源、谢宗伟。

助人为乐好人
助人为乐类
王全军，男，28 岁，现租住于兰州市城
关区白银路街道徐家巷，从事美团外卖配
送工作。
自 2 月 13 日起的每个夜晚，
徐家巷口防
控一线总能见到他的身影。他自定西来兰
打工，主要从事美团外卖业务，本想过年不
回家多攒点钱，
当他看到贴在门口的召集志
愿者的倡议书，
看到深夜还在执勤的工作人
员，便主动请缨加入到了疫情防控一线，他
的那句
“我在这里住了 7 个月，
我租了个小房
子，
我没太多的钱，
但是我想出点力，
因为我
爱兰州这座城市”
是那么的温暖。
杨萍，女，33 岁，城关区阳光公益监
事长。
她先后组织、
参与慰问孤寡老人、
帮助残
疾失能儿童等公益活动570余次，
累计志愿服
务时长 2310 小时，
是一名五星级志愿者。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从大年初二开始，
她就
在一线开展志愿服务，
舍小家、
顾大家。带着
家人号召近 50 名爱心志愿者，
先后将募集的
4 万余斤消毒液和 400 多套喷壶等防疫物品
送到城关区25个街道和防疫一线单位。把自
家的院子贡献出来临时存放防疫物资，
积极
参与城关区青年防疫志愿服务队的卡点服
务、
物资发放、
志愿者协调等工作。
“我不能像
医护人员那样上前线，
但能在保护好自己和
家人的前提下，
为防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尽
一份力，
也很开心。
”
杨萍说。
张义军，男，40 岁，兰州市城关区龙
煜培训学校教务主任。
他从 2014 年开始参加公益志愿服务，
还担任甘肃方舟救援志愿服务队道路救援
分 队 分 队 长 ，志 愿 服 务 时 长 超 过 1800 小
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多次参与运
送防疫物资，在街道社区进行劝返点值守
工作，值守期间和队友一起成功找回失联
人员 2 人。先后对 2 所新冠病毒肺炎收治
定点医院、3 个市民公园、16 所肉禽蔬菜市
场、
25 个街道、
77 个社区、
108 家公共服务单
位、290 个老旧楼院等群众聚集活动公共区
域进行了免费防疫消杀作业，防疫消杀各
种车辆 310 辆，截至 3 月 10 日，连续防疫消
杀作业 45 天。
陈邦宏，男，34 岁，兰州吉祥出租车
有限公司驾驶员。
自 2017 年加入吉祥雷锋车队以来，在
做好本职营运工作的同时，他积极参与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新冠疫情发生后，陈邦
宏和他所在的吉祥雷锋车队第一时间报名
加入到了兰州防疫应急志愿服务队，每天
联系对接，为一线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等人
员提供免单乘车的志愿服务。截至目前，
他无偿接送 74 人次，免除车费 3000 余元。
疫情期间，还多次参与防疫物资的装卸和
运送等保障工作，至今还一直和队友们一
起奔波在为兰州市区疫情防控排查点运送
爱心午餐的路上。

敬业奉献好人
王龄庆，男，41 岁，兰州市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
在疫情发生后身先士卒参与各个专业组工作，协调各处置小组做好
各项应对工作，在从卡口检疫观察点设置、专业组人员配备、防疫物资保
障、
四同人员密接协查、
与其他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等各个方面都能恪尽职
守。他的妻子也作为城关区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的一员，参与到
了抗击新冠疫情流行病学调查处置工作中，家里尚在年幼期的孩子只能
托付给老人。

尤弘霞 ，女，45 岁，兰州市肺科医院（甘肃省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
心）一病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疫情期间，她作为护士长带领护理第四梯队进入隔离病房，每天不但
要督查各班次人员进出隔离区的防护措施，关注每位工作人员的心理和
身体状况，还要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焦虑和恐惧情绪进行安抚，每天晚
上还要撰写工作日志，及时改进工作流程。在隔离病房期间，每天从早上
6 点半起床直到晚上 12 点一直在忙碌。在进入隔离病房的第三天，父亲
病重住院。结束 10 天的隔离病房工作和 14 天的隔离后赶回家中，父亲已
处于弥留之际。
兰小荣，女，33 岁，榆中县第一人民医院护师。
甘肃省组建第二批援助武汉抗击肺炎疫情医疗队，需要重症专业的
护理人员，她看到医院发出的动员令，立即向医院党支部递交“请战书”，2
月 4 日启程赴汉。进驻武汉方舱医院后，平均每天管理 20 多个病人，包括
日常护理、体温血压血氧检测、健康宣教、消毒等等。每个班 6-8 小时，不
能喝水，不能上厕所。在工作之余，乐观开朗的兰小荣还带着病员跳广场
舞，
鼓励他们多饮水，
多活动，
增强自身抵抗力，
争取早点战胜病魔。

仲荣锋，男，52 岁，皋兰县彬草村党支部书记。
1 月 22 日，他参加了全镇疫情防控紧急部署会议后，立即组织村社干
部全面开展地毯式全覆盖摸排，重点登记武汉返乡和外来人员，建立工作
信息台账，
“社不漏户、
户不漏人”，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发现武汉返乡农
户出现身体不适，他第一时间联系县定点医院，将患者送往救治，及时护
送其家属及密切接触人员隔离观察，保证了彬草村其他群众的生命安
全。他利用村级大喇叭劝导群众科学防控，消除大家的恐慌心理，他将党
员先锋岗设立在村口的交通卡口点，
带头坚守，
昼夜不停。

刘润庆，男，49 岁，生前系兰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第一看守所管教
四队队长、一级警长。
他 26 年始终奋战在监管一线，坚守初心、
忠诚使命，兢兢业业、
担当尽
责。他秉持
“教育、
感化、
挽救”
方针，
准确掌握在押人员思想情绪波动，
教育
转化三级以上风险在押人员 500 余人次，
收集深挖犯罪线索 200 余条，
成功
化解在押人员自杀风险。他在利益面前不计较，
始终默默无闻甘做无名英
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他毫无畏惧、
坚决请缨，
2 月 5 日以来连续 23 天战
斗在监区，
每天 12 小时坚守岗位，
不折不扣执行监所封闭管理，
坚决落实三
班制勤务模式，
拼尽全力投入抗
“疫”
。确保了所在单位未发生一例输入病
例、
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2 月 28 日 8 时 33 分，
在监区执勤岗位上突发疾病，
经送医全力抢救，
终因心源性猝死医治无效，
于当日 11 时 50 分不幸牺牲。
苏小军，男，39 岁，甘肃省中医院风湿骨病科主治医师。
他积极参与到兰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队伍当中，并担
任医护分队队长。2 月 3 日至今，他和医护分队队员，面向 16 个街道、
79 个
社区的志愿者、
居民、
快递从业人员等，开展了 275 场线上防疫知识和心理
疏导讲座，共计服务 12805 人次。他还带领医护志愿者来到大雁滩社区，
帮助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工作，并面向社区居民进行新冠肺炎防
控知识的科普、
健康咨询等工作。医护分队又结合社区工作特点，积极贯
彻落实“1+1+N”战“疫”定点服务模式，以每个社区为单位，安排 1 名专业
的医护人员+1 名心理咨询师+N 名志愿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坚守在防疫
一线，
为社区进行了更好的一对一服务，
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苏瑞雪 ，女，42 岁，兰州市肺科医院（甘肃省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
心）手麻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
2 月 7 日，
兰州市肺科医院麻醉科接到为一名老年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气管插管的任务，
她替换科里年纪较大的值班医生去为患者做气管插管。气
管插管要求麻醉医生将喉镜从患者口腔置入挑开声门，
将导管送入患者气
管。在此过程中患者口腔及气道大量的病毒会通过飞沫喷出，
是风险极大的
高危操作。她凭借多年过硬的麻醉技术，
将气管导管准确插入患者气道，
看
着氧饱和度一点点上升，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2月9日，
她又一次进入病房为
另一名年轻男性新型冠状病毒危重症患者进行了气管插管。

周渐，男，47 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感染科（肝病一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他长期从事肝病、传染病的治疗工
作。2003 年作为市二院救治组成员参加非
典疫情的救治工作，2010 年赴甘南藏族自
治州参加舟曲特大泥石流救治工作，2020
年 1 月 28 日作为甘肃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员前往武汉，他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
湖分院病区患者人数持续上升，危重病人
占比增高，每天的工作强度不断增加。他
们 3 个人负责 1 个病区，
每次工作时间延长
2 个小时，接近 10 小时不能喝水进食甚至
不能去洗手间。大家没有怨言，
相互鼓励，
相互支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一丝不苟的
工作态度完成诊疗工作。
柴宗涛 ，男，48 岁，兰州市公安局
内保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二级警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柴宗涛主动请
缨上一线，其间制作宣传标识 7 处，张贴防
疫宣传材料 60 份，协调物业精干力量对进
出所有人员、车辆进行 100%登记、测温，
组建 7 人应急处置小分队，设置贴有明显
标识应急处置隔离车一台，24 小时待命，
组织人员遣散小区聚集聊天、晒太阳、打
牌等人员，排查出外地人员 1 名，督促定时
开展消毒作业。拿出 1.1 万元人民币，以
特殊党费的形式递交单位党组织，积极协
调社会各方筹备了 500 个医用防护口罩、
40 公斤医用酒精、80 公斤 84 消毒液送到
疫情防控一线。
高成源 ，男，26 岁，永登县公安局
反恐特警大队辅警。
在抗击疫情战斗中，他主动请战，与
队友共同赶赴条件最艰苦的永登县上川
卡口点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连续数日，他
不惧低温和寒冷，奋战在岗位一线。2 月 2
日凌晨 3 时许，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中，已连
续执勤 12 个小时的他，突然感到面部不
适，失去知觉。即便如此，他仍然坚守岗
位，直至当日清晨 7 时许，才在班长执意劝
说下，由同事送往永登县人民医院检查治
疗。经诊断，由于夜间低温和寒冷，致使
面部神经麻痹，
出现
“面瘫”
症状。
谢宗伟 ，男，34 岁，属于肢体二级
残疾人，七里河区西站街道西客站社区残
疾专干。
他第一时间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当中，承担起本单位的人员密集场
所的防控消杀工作，每天总是来得最早、
走得最晚。为确保辖区居民群众了解疫
情的严峻形势和防控的基本知识，他在逐
户排查信息的前提下，推着流动音响在兰
州西站、居民院落等重点地段循环不间断
播出《致辖区居民的一封信》等音频广播，
确保排查无遗漏，宣传无死角。他用自己
的电动车，主动承担起了为各小区卡口点
运送物资、为居家隔离的居民配送生活用
品的工作。有一次，他为八楼的居家隔离
人员送去 20 斤土豆和 1 袋面粉，因是旧楼
无电梯，只能一层一层往上爬，晚上他的
腿疼了一夜，
但他却从没叫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