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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雅萍 文明

本报讯 6 月 21 日，我市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疫
情防控“身边好人”“最美抗疫
人物”推荐评选情况。

市文明办副主任柯善学
在发布会上介绍，本次“身边
好人”“最美抗疫人物”选树宣
传活动按照“聚焦基层一线、
抗疫火线”的遴选思路，面向
全市范围征集候选人。在325
个候选人（组）中，经评审组评
审，确定了第一批 107 个疫情
防控“身边好人”。其中，医护
工作者26人、基层一线工作者
47 人、下沉一线的党员干部和
志 愿 者 20 人 ，占 总 数 的
87%。在此基础上，市委宣传
部（文明办）会同市卫健委、市
委市级机关工委、团市委等部
门，从 107 个疫情防控“身边
好人”中选出 10 名同志作为

“最美抗疫人物”。

他们是“疫”路向前的武
进区礼嘉镇卫生院院感科科
长、总护士长张洁；10 年扎根
社区的“断臂大侠”、新北区三
井街道飞龙社区兼职网格员
刘端才；舍小家、为大家的天
宁区兰陵街道工人新村第二
社区第七党支部书记杜娟；

“组团”抗疫的钟楼区北大街
社区“这就是生活”花店店主
顾平；3 个月内 3 次出征疫情
防控一线的武进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牛塘村卫生室负责人
许志杰；发出“抗疫最强音”的
常州广播电视台融媒新闻中
心时政主管唐新卫；巾帼亦英
豪的市文广旅局机关党委一
级科员刘淼；让蓝盾之光闪耀
在战“疫”一线的市卫生监督
所法制稽查科科长、第一党支
部书记周凯；冲在第一线、战
在最前沿的市第一人民医院
手术室副护士长张庆庆；流调
战线上的“花木兰”、市公安局
天宁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陈露。
据了解，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不仅
奋力夺取了抗击疫情的阶段
性胜利，还充分展现了常州的

“硬核力量”，涌现出许多最美
“逆行者”。这当中，有饱含真
情的平凡身边人、有勇担责任
的城市守护者、有无私奉献的
志愿者，他们在危难关头显本
色，在防疫一线践行初心使
命，值得广大市民称颂、传播
和学习。

对于此次发布的“身边好
人”和“最美抗疫人物”，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将组建市级
媒体新媒体宣传矩阵来宣传，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
转化为干事创业奋进合力。

我市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在107个疫情防控“身边好人”中——

选出10名“最美抗疫人物”

■庄奕 文 杨娟 摄

时值盛夏，透蓝的天空悬
着火球似的太阳。记者随江
苏枝秀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康养部的负责人吴旭含体
验居家养老护理服务，上午 9
点，记者和吴旭含一起来到新
北区新桥街道朱家弄村委石
子街74岁的杨国荣家中。

“杨老伯，我来给您测测
血压和血氧好吗？”吴旭含显
然和杨国荣十分熟稔。杨国
荣忙不迭地点头称好。看到
血压上压挺高的，吴旭含立即
不厌其烦地叮嘱：杨老伯，降
压药一定要按时按顿吃，千万
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杨
国荣则乖乖地点头。

吴旭含今年30周岁，从南
京农业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毕
业后，在我市一家外资企业工
作了 2 年，之后来到江苏枝秀
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她

一开始的工作是居家养老护
理员，因为待老人热情、细致、
有耐心，没多久就升任为康养
部的负责人。为了更精准地
了解老人的真实需求，以便量
身定制各项服务，这些年来，
她每周都会参与入户服务，也
因此与许多老人都成了好朋
友。

说话间，吴旭含注意到杨
国荣双手的指甲已经很长了，
需要修剪。在一旁的记者便
自告奋勇。吴旭含递上一把
大号指甲剪，记者信心满满地
接过，蹲下为老人修剪。然而

“咔擦”一声后，指甲并未应声
而断。记者又试了两三次，发
现杨国荣的手指甲又厚又硬，
指甲剪根本奈何不得。吴旭
含一边端来一盆温水，一边对
记者说，大多数老人的指甲都
偏厚偏硬，有人还有灰指甲，
更难剪，所以一定要先把他们
的手在温水里浸泡 5 分钟，用
毛巾擦干后再修剪。5 分钟

后，在吴旭含的指点下，记者
再度给杨国荣剪起了指甲，并
用指甲锉磨去边缘毛刺。见
到杨国荣开心的笑容，记者心
里油然而生一份助人的喜悦。

之后，记者和吴旭含清扫
了杨国荣的家。做好局部保
洁后，吴旭含让杨国荣俯卧，
开始按摩。她沿着杨国荣腰
部脊柱的两侧，由下往上慢慢
推至肩胛骨上方，然后向两肩
推。可是杨国荣的感觉有些

“迟钝”，一个劲地喊：“再重
些，再重些，力道太轻了。”吴
旭含一点点地加力道，额头亮
晶晶的汗珠直渗出来，半小时
后，衣服都湿透了。杨国荣很
满意，说整个人都松快了。

“做一名居家养老护理员
不容易吧？”记者问。吴旭含
说，公司的每位居家养老护理
员每天起码要照护 4 户家庭，
每户服务两小时。她们可以提
供上门理发、局部保洁、清洗衣
物、按摩、艾灸等 4 大类 200多
项服务。她们会按照老人的作
息调整服务时间，有的居家护
理员早晨 5 点半就出门，天天
早出晚归，回到家后累得往床
上一“瘫”，一动也不想动。

在吴旭含看来，养老行业
有着广阔美好的发展前景。更
重要的是，善待老人，就是善待
未来的自己。她觉得，能为老
人过上有尊严又美好的生活尽
一份力，十分值得自豪。

居家养老护理员：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

■记者 汪磊
通讯员 顾燕 虞雪娇 图文报道

从警以来，他先后担任过基
层派出所所长、督察大队大队长、
网安大队教导员⋯⋯退居二线
后，他选择回到基层派出所自己
最初的岗位上，跟社区居民在一
起。

韩海良，59岁，目前担任常州
市公安局金坛分局指前派出所社
区民警。从警 37 年，他先后荣获
个人三等功 2 次、各类嘉奖 10 余
次。“明年 7 月份我就要退休，这
最后一班岗，我必须站好，绝不能
掉链子。”他说。

刚从警时当过两年
“片警”

1985 年，韩海良参加公安工
作，分配到当时的金坛朱林派出
所担任民警。“当时没有社区民警
这个说法，每个民警带着几名联
防队员，辖区的案件、大小事务都
要管，居民们都习惯喊我们‘片
警’。”韩海良回忆道。

刚参加工作的他，一心想着
把片区里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
好，再小的案件也能破案。两年
内，韩海良和居民处成了一家人，
谁家有难处都习惯找“小韩”，片
区治安良好。

因为工作出色，1987 年，韩
海良开始主持朱林派出所工作，
一年后被正式任命为朱林派出所
所长，后又被调任白塔派出所所
长。“从白塔派出所所长任上，我
被调到分局，算是离开了基层。
严格来说，从 1985 年到 1987 年，
我当了两年多片警。”韩海良说。

31年后回到社区“走
马上任”

“当时虽然没几年就要退休，
但我这个人闲不下来，想着回到
基层站好最后一班岗。”退居二线
后，韩海良主动要求下社区，2018
年被调至指前派出所，时隔 31 年
再次担任“片警”。这时，“片警”
已经被称为“社区民警”。在担任
朱林社区民警的同时，他还带领

所里一个值班警组负责接处警工
作。

现在，韩海良已经担任社头
社区民警 4 年，从值班执勤、处理
纠纷、入户走访到消防检查、安全
防范宣传，他兢兢业业、不折不扣
地完成每一项工作。“社区警务工
作的质态和方式，和 31 年前完全
不一样，但为社区居民服务的信
念贯穿始终。”他说。

4 月 28 日，韩海良接到社区
群众刘女士求助称，她刚买的一
部价值一万余元的手机不慎丢失
了。韩海良立即赶往事发地，通
过调取周边监控与手机定位系
统，快速确定手机位置，帮助刘女
士将手机取回。

今年春季开学之后，韩海良
又主动承担起早晨的校园安保任
务。他说，年轻同志夜里值班出
警、通宵办案太辛苦，“我是老同
志，早上起得早，这样的安保任务
由我来承担，也能减轻大家的压
力。”

韩海良还兼任派出所党支部
副书记、纪检委员等职务，他结合
工作实际制定了多项制度、责任
清单，并制定考核办法抓落实，为
指前派出所建设一支高素质、有
战斗力的队伍打下坚实基础。

每一次抗疫，他都冲
锋在前

从 2020 年开始至今，每一次
抗 疫 ，韩 海 良 都 是 冲 锋 在 第 一
线。从清晨 5 点到深夜 12 点，从
督促浴室、棋牌室停业，加强对宾
馆的疫情防控监督检查，配合村
委开展对居家隔离人员的健康监
测，到参加核酸检测点、集中封控
点的执勤等，随处可见他忙碌的
身影。

所里年轻的同志劝他注意身
体，韩海良总是说，我是一名有着
34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就应
该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虽
然快退休了，但只要还在岗位上
一天，就绝不退缩。

一次，韩海良接到村委干部
的电话，有一名外地回常的次密
接人员需要居家隔离。他立即赶
至现场，贴封条、宣传防疫政策、
安抚群众情绪，各项工作得以快
速开展。今年 3 月疫情期间，韩
海良吃住在单位，走访核查涉疫
人员 100 余人、检查场所 30 余
次、参加各类执勤 20 余次，成为
年轻民警的榜样。

不在机关等退休，回到基层派出所

韩海良：31年后再次当“片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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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含（中）和记者为老人修剪指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