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毫不放松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疫疫””路陪伴路陪伴““邮邮””担当担当
——随州邮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王松 通讯员 胡晓丹 张盼盼
一辆辆绿色邮车风驰电掣，

为的是早日把珍贵的防疫物资
运到“前线战场”；一个个“绿衣
天使”风雨无阻，为的是尽快将
重要的生活保障品递到百姓手
中……

国家有需要，邮政在行动。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随州
邮政人坚守“人民邮政为人民”
的初心使命，用责任与速度传递
爱心和希望，冲锋在抗疫最前
线，用汗水与付出再一次诠释了
中国邮政的责任与担当。

▲ 投递人员按时投递党报党刊 ▲ 广水分公司上门为江西援随医疗队收寄包裹 ▲ 投递人员为社区居民配送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 高城支局经理罗瑶婷为镇区居民采购生活物资▲ 投递人员协助学校封装学生教材

▲ 广水应山投递站为邮车司机测量体温▲ 投递人员第一时间派送防疫物资▲ 运输防疫物资的邮车整装待发

▲ 投递人员冒雪投递邮件

疫情当前，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
村，从单位到个人，党政军民共担风雨，举国
上下齐心协力。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疫”
中，市邮政公司党员干部，坚持冲在战“疫”一
线、干在战“疫”一线，将“人民邮政为人民”的
服务宗旨转化为守初心、担使命的实际行动！

“进入邮政系统十余年，在春节享受停业
休息的待遇，这是第一次！”随县邮政分公司
高城支局经理罗瑶婷说。虽说网点停业，可
她心里并不因此而轻松。网点的“领头雁”、
一名老党员的政治觉悟让她无法在家里安心
陪伴家人。正月初四，她顾不上年幼的儿子
和因受伤卧床休养的妈妈，毅然来到支局，同
支局员工一道，严格做好网点及邮件日常防
护、投递，同时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联防联
控工作。在大家都足不出户自我隔离的时
候，她按照事先登记的居民生活物资需求，挨
家挨户送上生活物资；面对少数不配合的群
众，她耐心细致地解释，告知疫情的严重性和
危害性，安抚他们的情绪。2 月 15 日，湖北迎
来了断崖式降温，整个随州被暴风雪笼罩。
想到居民等着米面油下锅，罗瑶婷坚持跟当
地居委会工作人员一道顶风冒雪敲开了翘首
以盼等待物资的群众家门。她说：“我们敲开
的不仅是群众的家门，更是他们的心门，凝聚
了大家共同战胜疫情的信心。能够为疫情防
控工作尽一份力，我感到很光荣。”在罗瑶婷
的带领下，支局职工纷纷投入到抗击疫情一
线。

“今晚执勤，我就不回去了。”“我也加班，
放心吧！孩子我已经交给爸妈安顿好了。”这
是万店支局经理余波与她爱人每日通话的日
常。余波的爱人是市妇幼保健医院的一名护
士，疫情暴发后，她豪不犹豫地向院领导交上
了请战书，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妻子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冲锋陷阵，余波也积极响
应镇政府号召，不怕困难、连续作战，带头在
集贸市场口执勤值宿，带领支局志愿服务队
站在防控疫情最前沿，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
线高高飘扬。每当跟孩子视频被孩子问及

“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时，夫妻俩充满了内
疚。父母就安慰他们说：“你们放心去忙吧，
国家的事是大事，家里的事是小事，有我们两
个老人帮你们撑着！”

党旗在一线飘扬，支部堡垒指挥向前，力
量来自于“硬核”党委。1月 21日，市邮政公司
阳海龙总经理签发指挥调度令，传达市委市
政府及省分公司疫情防控要求，对全市邮政
疫情防控做出详细安排。各单位讲政治、顾
大局，迅速成立以“一把手”任组长的预防领
导小组，下设预防办公室，每天下午 17:00 反
馈疫情防护情况。为科学有效防控疫情，在
全市邮政营业、投递、网运环节，配备医用口
罩、电子体温检测仪、洗手消毒液、84消毒液，
每天营业终了对营业场所，网路运营中心处
理场地、车辆、邮件进行消毒，要求员工积极
响应上级单位号召，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随州邮政
人牢记使命、挺身而出、全力以赴，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当好典范，随州
市邮政公司将继续以国企担当，助力这场战

“疫”赢得最后的胜利。

1 月 29 日，农历正月初五。
从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坚守岗位的
市邮政网路运营中心接到了去仙
桃运送一批医疗防控物资的任
务。“随州属于疫情高发区，医疗
防控物资也是极度紧缺，我可以
出勤这次运输任务！”网路运营中
心车队队长黄常青毫不犹豫请
战，驾驶邮车去接送这批物资。

疫情笼罩下，原本往返 6 个
小时的车程，经过盘驳过程中的
消毒、分拣，高速路口的层层安防
检测，中午 12 点半出发的邮车再
次返回随州市卫健委已接近夜里
11 点。“回来了！回来了！邮车
到了！”夜色中，等候在卫健委院
子里的工作人员远远地看到驶进
院子的邮车欢呼起来。“2000 件
防 护 服 ，55000 个 口 罩 ，请 您 签
收！”拿出捐赠方提供的物资接收
函，黄常青双手递交给卫健委工

作人员。
疫情期间，民营快递公司大

多停业。随州市邮政公司主动承
担，积极作为，先后担负了随州市
防疫指挥部交办的防疫物资运输
任务，以及对来自社会捐赠定点
救治医院的物资运送紧急求援任
务，构筑起防疫物资运输绿色通
道。截至目前，全市邮政累计直
开武汉、仙桃、广水和随州城区拖
运防疫物资 75 趟次，拖运口罩
376 万只、医用手套 106 万双、防
护服 6.2万件、护目镜 17.3万副。

温暖相“随”，风雨同“州”。
江西援随医疗队用大爱谱写生命
赞歌，而广水市邮政分公司上门
为江西援随医疗队员们免费收寄
邮件的行为也让医疗队员们暖心
不已。2 月 29 日，广水市邮政分
公司快递包裹部高申财接到江西
援随医疗队的电话，医疗队队员

有部分生活物品需寄回家乡。在
与分公司领导沟通后，广水分公
司表示将上门为抗疫一线无私援
随的江西医疗队提供免费寄递服
务。3月 1日一大早，广水应山投
递站投递员孙亚敏接到了这个

“光荣”任务，拿起车钥匙、带好包
装箱，他二话没说就赶往医疗队
所驻扎的广建大酒店。随着孙亚
敏的邮车返回投递站，早已等候
在此的“绿色通道服务队”队员们
快速完成验视、封装、打包、消毒、
贴签，并组织专车拖运立即寄出
广水发往下一站。当日，广水分
公司共计为 26 名医疗队员免费
寄递包裹 40个。

危机关头的挺身而出让人动
容，“最后一公里”的投递坚守同
样令人敬佩。1 月 30 日，厉山投
递站王新明投递完辖区内最后一
份报纸已是下午一点了，想着第

二趟邮车马上就要来了，来不及
回家吃饭的他就一边吃着泡面，
一边等着下一班邮车。“在当前疫
情防护这个非常时期，客户们收
到我们上门投递的邮件，尤其是
急需的医疗物资的时候，非常的
感动！”王新明憨厚地笑道。在疫
情肆虐的危机关头，市邮政公司
坚持履职不间断，服务“不打烊”，
全力以赴确保“三个到位”：确保

《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基层党
报党刊、机要邮件按质保量投递
到位；确保疫情所需物资（药品、
口罩、护目镜等）第一时间投递到
位；确保社会捐赠医疗救护物资
运输到位。疫情期间，全市 51 个
普服营业网点及投递站始终保持
正常运行，在特殊时期做到“四个
不中断、四个免费办”，对保障防
疫物资寄递服务作出了邮政贡
献。

践行初心
奋战一线不收兵

日夜兼程 “疫”路逆行不后退

“你需要的大米和蔬菜，我已
经放在你家门口。”广水市解放路
支局经理邓营与村干部走到一户
居家隔离点，敲敲门。“感谢你们，
太贴心了，你们先走，我过一会出
来拿。”虽然是“隔门对话”，在因
为疫情而显得冷峻的城市里，一
股别样的暖流荡漾在两人心中。
在完成了广水镇九皇、西河等九
个社区的蔬菜配送后，邓营叮嘱
员工回家做好防护工作，明天同
一时间出发。由于小区封闭管
理，疫情期间像这样的“便民服务
小分队”、志愿者在市邮政公司还
有很多，疫情期间，他们选择舍小

家为大家，选择走向街头巷尾，走
向广大市民心中。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升级，
为全方位满足居民各类生活物资
需求，作为寄递行业的主力军，市
邮政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迅
速升级服务模式，各分公司均积
极主动对接民营企业，推出了“同
城配送”业务，切实保证民生用品
的需求。小到蔬菜、水果、鸡蛋、
酱油，大到奶粉、纸尿裤等婴幼儿
用品，市民基本居家必需品邮政
一应保障到位。“我们多跑点路，
成百上千的居民就能少跑路！战

‘疫’胜利的那一天就能早日到

来！”说到这个，曾都分公司东城
营业部经理曹明升不无骄傲和自
豪。

突如其来的疫情，同样阻挡
了随州万千学子开学的脚步。市
邮政公司主动履行社会职责，第
一时间与区域内各中小学校沟
通，为学生上课所需教材提供一
揽子寄递服务，助力在线教育云
开学。“昨天晚上学校通知说教材
今天寄过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
了，太感谢你了，投递员叔叔！”拿
到消毒水味还没散的教材，家住
随州市南郊茶庵村三组的小张激
动地说道。3月 3日，曾都分公司

南郊营业部经理吴中阳得知辖区
内曾都一中 3050 名高三学生的
教辅资料需要寄递。他迅速安排
营业部内勤及 5 名揽投员参与打
包、封发工作。曾都邮政分公司
及时抽调快包揽收班箱式货车配
合南郊营业部进行教材转运，并
与网路运营中心协调赶上当天中
午的邮车第一时间发运，切实解
决广大学生群体居家学习的“燃
眉之急”。

虽然疫情形势依然不容懈
怠，但随着全省分区分级恢复春
耕生产秩序的努力，荆楚大地的
绿色正在蔓延。为保障春耕生产
有序开展，连日来，市邮政公司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求
各网点将助农春耕当做当前的头
等大事，积极做好农资储备供应
和配送工作，确保不误农时，保障
农民夏粮丰收。“我还正在为买肥
料的事着急呢，没想到网上跟你
们说一声，就把肥料给我们送来
了，又及时又方便，真是谢谢邮政
这样为我们农民着想。”随县厉山
镇北岗村的王大妈，看着正在冒
雨卸肥的投递员们感激地说道。
截至 3 月 16 日，全市邮政累计配
送化肥 1040吨，种子 8.45吨。

人间“邮”爱 为民服务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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