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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启动政法队伍

为民服务月活动

千余名政法干警下沉居民区等

逆行驰援 95后男护士的热血青春
———记大华医院新冠采样部护士长马骏驰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近日， 黄浦区委明确每年 5

月为全区政法队伍为民服务月， 把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与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紧密结合。 5 月 8 日， 为民服务

月活动启动， 全区千余名政法干警组成近

180 个为民服务小分队深入居民小区、 商

务楼宇、 旧改基地等，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基层的困难事、 群众的烦心事。

本次为民服务坚持把听取群众意见、

建立服务清单、 加强指导督促、 完善体制

机制融为一体。 为此， 区政法各单位精心

选派爱岗敬业、 勤勉为民的政法干警， 组

建为民服务工作队伍， 一对一联系基层服

务点。 各街道向辖区居委干部、 社区居

民、 楼宇业主、 企业员工等群体广泛征集

在工作、 生活、 经营中亟待解决的涉及执

法司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难点、 堵点、

痛点问题， 梳理形成为民服务需求清单。

本次为民服务， 将充分体现“实”，

主要围绕新交通法规宣传、 防范电信诈骗

宣传、 防范金融诈骗宣讲、 审判流程公开

内容宣传、 禁毒宣传、 民法典宣传、 征收

地块居民家庭纠纷的协商方法与途径讲

解、 警情通报会、 听取现场居民意见建

议、 法律咨询、 户口政策咨询等方面开展

为民服务， 接受广大群众积极咨询“点

选”。

□见习记者 翟梦丽

第一时间奔赴武汉金银潭医

院， 父亲在 ICU， 他却在千里

之外坚守救人， 无法赶回。 “作

为一名护士要有自己的职业存在

感和自豪感。” 马骏驰曾这样说。

而如今， 作为一名党员， 勇于担

当、 积极向上， 依然坚守在医院

的抗疫一线。 这位 95 后的男护

士展现了医务工作者的热血与担

当。

第一时间奔赴武汉

2020 年春节前夕， 医院召

集赴鄂医疗队成员的通知一出，

马骏驰第一时间向领导递交了援

鄂请战书， “堂堂七尺男儿， 当

志存高远， 在时艰疫情前面， 理

应迎难而上， 用自己的专业技能

保家卫国， 驰援一方。” 他坚定

地说道。

为了表达决心， 马骏驰退掉

了回山东老家过年的高铁车票。

在发给护理部主任的报名微信

中， 他这样写道： “我主动向您

请缨， 自愿去抗击新冠病毒的第

一线。 首先我是一名男性， 在体

力和适应能力上会有一定的优

势， 其次我单身未婚暂无后顾之

忧， 这不是我一时冲动， 只是觉

得作为一名护士要有自己的职业

存在感和自豪感。”

“当我看到小马同志的请战

书， 心里既感动又担心。” 护理

部主任杨雅说， “同时也为我们

护理团队中有这样志存高远、 勇

于冲锋的护士而感到骄傲！”

就这样， 2020 年 1 月 27 日

19 点， 马骏驰逆行踏上了赴武

汉的征程。 到达武汉， 经过简单

的整顿， 马骏驰进入武汉金银潭

医院北三楼的 ICU 病房， 开始

了全面的培训和高强度的工作。

刚进病房， 大男孩直接就傻眼

了， 情况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

多。 每人负责一个病房， 他分管

的病房 4张床都住满了， 一位病

人生活不能自理， 一位病人神情

淡漠； 两位患者使用呼吸机， 其

中一位老先生处于昏迷状态， 满

身管路， 另一位阿姨， 因为缺

氧， 不能平躺， 只能端坐， 情绪

烦躁。 因为是隔离病房， 没有护

工， 没有家属。 护士除了要完成

日常治疗外， 还要充当护工、 家

属， 给 4 个病人喂饭、 换尿布，

每 2小时翻身拍背， 每 4 小时帮

助他们全身俯卧位， 这些都是他

一个人来做， 护理任务极其繁

重。

短暂的傻眼之后， 马骏驰快

速调整心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中。 作为一个传染病病房工作的

“新人”， 他顶着重重的压力， 投

入学习中去， 休息的时候， 他整

理笔记， 查找资料， 特别对于不

懂的， 他虚心地向其他老师求

教。 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 熟练

地掌握了重症护理的各项操作，

在面对一次次自我挑战， 他顺利

地融入一线工作， 出色地完成各

项护理工作。

坚定信念入党

谁也没想到， 在金银潭医院

全力以赴救助病人的时候， 马骏

驰的父亲突然患病入住 ICU。

马骏驰的父亲是山东省济宁市微

山县公安局鲁桥第一派出所的一

名辅警。 2020 年 1 月 29 日， 在

抗击疫情连续值班后突发脑出血

住进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最早得知这个消息的是大华

医院护理部主任杨雅， 她担任起

联络人， 密切跟踪病情及治疗进

展， 给予专业的护理、 康复指导

建议， 同时也及时地将信息反馈

给马骏驰， 鼓励和帮助他顺利渡

过难关， 安心于前线的防疫工

作。 经过精心和周密治疗， 马骏

驰父亲顺利地脱离了危险期， 从

ICU 转入普通病房， 最终顺利

出院。

65 天， 武汉金银潭医院重

症监护室里， 马骏驰将泪水和汗

水化为力量， 不分昼夜地倒班。

马骏驰发现， 很多老师除了救治

病人， 还争着在做很多“分外”

的苦活儿、 累活

儿： 搬运医疗用

品、 整理捐赠物

资、 照顾年轻队

员。 这些人就是

共产党员。 “我

明白了什么是中

国精神，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看

到这些， 更加坚定了他要成为一名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信念。

“我要像她们一样!” 2020 年

1 月 31 日， 他正式向上海援鄂医

疗队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并

在 2020 年 3 月 7 日中共上海市首

批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党员大会

上， 在临时党总支书记郑军华的领

誓下，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面对党

旗庄严宣誓， 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

共预备党员。

入党一年来， 马骏驰勇于担

当、 积极向上， 获得了“敬业奉

献” 中国好人、 全国优秀共青团

员、 徐汇区杰出护理工作者、 新时

代最美逆行者、 大华医院突出贡献

奖等诸多荣誉。

如今， 马骏驰担任大华医院

“新冠” 采样部护士长， 依然坚守

在医院的抗疫一线。 2021 年的春

节， 他依然没有能安稳地过个年，

带领着大华医院的护理队员们和其

他单位的小伙伴一起在浦东机场支

援海关防疫工作， 负责入境人员的

核酸采样。 这位阳光、 乐观、 充满

正能量的 95后“暖男”， 继续奋力

前行， 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