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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我们始终在一起我们始终在一起
♥ ♥

县（市、区）篇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耿珍珍）“广森，口罩不能
摘，干完活到地头把手洗干净，赶紧回家，别乱跑啊！”“知道
了，我洗洗手就回家啦！”这是 2月 11日民权县王桥镇靳庄村
义务宣传员杨广超在田间和村民冯广森的对话。

立春到，耕牛叫。随着近日气温回升，在民权县广大农村
的田间随处可见村民中耕、施肥的身影，与往年不同的是，田
地里的村民都戴着口罩，地头还放着消毒液、洗手液等，田间
也少了往年扎堆聚集、席地而卧打牌的情景。

王桥镇靳庄村党支部书记胡忠仓说：“立春正是备耕的好
时节，既要抓好疫情防控，又不能耽误春耕生产。早在前几
天，村委会就给村民们发了口罩、消毒液等，要求大家开展生
产的同时不忘自我防护。我们还加强了田间巡逻的力度。”

记者了解到，为防止大量人员聚集，靳庄村采用集体订购的
方式，统计好每家每户所需的肥料和种子数量，交给农资店统一
进行采购、配送。胡忠仓说：“全村需要的 49吨化肥、5000多斤
玉米种早已配齐，现在农资店正陆续给每家每户配送。”

“化肥直接送到家门口，不耽误农时，减少了交叉感染的
风险，村里这个做法很好！”村民李建海说。

农资送到家门口
战“疫”春耕两不误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路仲良） 2月6日
早7时许，空中飘着雪花，室外温度接近零度。在宁
陵县华堡镇温庙村执勤卡点，3名佩戴红袖章和党徽
的工作人员已开始新一天的执勤轮岗。

可升降的档杆横在路口，执勤桌上整齐地摆放着
温度计、消毒液等防疫用品，镇政府统一配备的帐篷
里不但有暖和的被褥、取暖的热风扇，还有爱心人士
送来的方便面、香肠等食品。军绿色的帐篷旁边，党
员先锋队旗帜迎风飘扬，分外耀眼。

“在岗 1分钟，警惕 60秒！”执勤队长、拥有 47
年党龄的孙玉勤态度坚决地说，和他一起值班的李继
彬、冯秀良都是党员，也都是当过兵的老战士。

像这样规范化、全天候的党员先锋队，华堡镇共
有 42支，队员 468人，分布在全镇 41个行政村的主
要路口。

华堡镇：

党旗飘扬在抗疫一线

“用自己的行动坚守共产党员的初
心。党旗飘扬在心中，所有困难都不
怕！”这是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夏营社
区党支部副书记沈辉写在工作笔记上的一
句话，他以此激励自己奋战在疫情防控的
每一个时刻。

准备时刻。夏营社区位于城乡接合
部，有夏营、薄庄两个自然村，居民3600
余人，现有耕地 2000余亩，是典型的涉
农社区。2月 9日早上 6点，天刚蒙蒙亮，
沈辉像往常一样，吃了点东西，戴上口
罩、提着喷壶就出门了。他一边走一边喷
洒消毒液，垃圾箱旁、墙角、路面，不放
过每一个角落。社区组建了党员志愿消毒
服务队，共分了 5个片区，沈辉选择了区

域最大的。
宣传时刻。近期天气转晴，吃过早

饭，有些村民在家待不住了。7点多，趁
着居民吃早饭的时间，沈辉开上自己的私
家车开始在村里巡查宣传，“请大家尽量
不出门，待在家里才安全。”他憨厚地笑
着说，如此做法，能摸排、宣传两不误，
只要能起到一点作用，他就义不容辞、全
力以赴。

劝导时刻。上午 8点，沈辉来到设在
社区两个主要路口的值勤点，安排值守人
员做好体温测量、信息登记和劝返引导等
工作。“少出门、不串门、不集会、不聚
餐，才能预防病毒。”“出门必须戴口罩，
健康才是幸福，买了东西赶紧回家！”他

不厌其烦地告诉准备出村的居民。
巡查时刻。中午 12点，沈辉赶回家

里扒了几口饭，就又开车出了门。他要抓
住一天中的第二个黄金时段，做好疫情防
控巡查走访，核查有没有聚餐点、是否有
新增的武汉返乡人员等。

测温时刻。“你看，我刚量的36.2℃，一
切正常。”下午 1点 40分，武汉返乡人员沈
某指着体温表对沈辉说。“有啥需要就跟
我说，我帮你想办法解决，可不能出门
啊！”看完体温计上的数字，沈辉再次嘱
咐沈某注意事项，然后又赶往下一户。

整顿时刻。“你快来夏营超市这边，
咱村几个人又想打牌了。”下午 3 点多，
沈辉接到了一个居民的举报电话。尽管社

区每天都在排查宣传，但仍有居民“手
痒”，偷偷摆上了麻将桌。“大家赶紧散
了！这都啥时候了，不要命了吗？”沈辉
赶过去制止了准备打麻将的居民。

夜班时刻。傍晚 6 点，沈辉和“战
友”们一起开始了夜班全区域巡查巡逻，
督促居民做好防火、防盗、防疫情工作。
直到晚上 9点多，沈辉回到疫情防控值勤
点，“战友”递上了一桶泡面……

和沈辉一样，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新城街道办事处广大党员干部在不同的岗
位上都有着自己的战“疫”时刻表。他们在
党旗的指引下，不惧艰险，甘于奉献，全力
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一名社区党员的战“疫”时刻表
本报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李鸿飞

“胡杰，村里的酒精不多了，你来时
给买点！”2月9日一大早，胡杰就接到起
台镇前韩村党支部委员韩敬芝的电话。

“今天可是星期天，你不休息吗？”胡
杰的妻子诧异地问。

“现在是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哪还顾
得上休息！”胡杰说着就离开了家。

胡杰是柘城县委编办派驻起台镇前韩
村驻村第一书记，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他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全心全意扑在疫
情防控一线，至今未休息一天！

“胡杰最近是不是去外地出差了？总
见不到他人了！”胡杰的岳父在饭桌上问
起自己的女儿。

“家里快没面了，给他说几次了，他

总是忘，村里让他买酒精，他能跑遍大半
个县城去找！”胡杰的媳妇说。

胡杰的岳父岳母均患有偏瘫，平时在
家，胡杰忙前忙后做家务，给老人做康
复。自从疫情防控工作开始后，胡杰简单
地给家人做好交代，就奔赴了前韩村，宣
传疫情动态，排查从武汉返乡人员，设立
疫情监测点，一刻也没闲着。

“我既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驻村第
一书记，现在到了疫情防控的关键期，我必
须要冲到一线，带好头，作表率！等疫情过
去了，家务活我全包！”胡杰安慰媳妇说。

“新冠肺炎传染性强，因此要抓好源
头防控，加强人员管控……”在前韩村党
支部会议上，胡杰严肃地说。随着疫情的

变化，县里要求进行网格化管理，开展城
乡疫情大排查，胡杰及时向村“两委”人
员传达疫情防控新精神。

“大娘，家里几口人，都在家吗？有从
武汉回来的吗？”“来测一下体温，身体最近
有啥不适吗？”这是胡杰开展疫情排查的一
幕。前韩村委共有五个自然村，十个村民
组，483户，1818人。这么多人，要在几天
内排查完，压力是很大的，为了节约时间，
胡杰和村党支部成员只能随身携带干粮。

“这个村的几户人家，我比较了解，
没外出过，没啥事！”前韩村党委委员韩
敬芝对忙了一天的胡杰说。

“那不行！我们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一旦误判，会影响到村里其他群众的安

全。”胡杰说。
那几天，胡杰和村委成员吃住在村，

白天黑夜连轴转，483户、1818人，一户
不漏，一人不少地排查完。

“你这人怎么这样呀！今天是元宵
节，我出来转转不行吗？”一位村民冷脸
对胡杰说。

“不行！疫情防控还未解除！如果有
什么困难，可以向我们说，我们一起解
决！”胡杰耐心地解释道。元宵节当天，
胡杰在前韩村监测点劝阻私自外出人员10
人，劝阻村内集体活动3起。

自从县里出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十
项从严”措施后，胡杰和其他同志在落实
防控措施时，可没少受群众的冷言。

“出力还不讨好，我们图啥！”有人发
牢骚。

“疫情防控期间，群众生活出行都不
方便，有意见，我们要理解！我相信只要
真心为群众、真心办实事，群众总能理解
的。”胡杰坚定地说。说完这话，他就带
着自费购买的30斤酒精到村内消毒去了。

第一书记驻村防“疫”记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杜广山 赵旭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梁
园区东风街道党工委在豫
立首府小区发挥功能型党
支部“四员”作用，建立了疫
情管控阻击网。小区党员
在街道党工委带领下，防疫
在前，管控在前，发挥了“定
心丸”作用。

正面引导，回应关切，
做好“引导员”。豫立首府
小区功能型党支部利用支
部微信、交流群、党小组微
信交流群，不间断推送疫情
资讯、防控常识等，利用小
区固定大音响、流动小喇叭
宣传正确防疫理念、防疫知
识，引导群众以科学的心态
看待疫情，用理智的方法处
理防疫，做到群众有需、党
员有回、支部有应。

全民参与，党群同心，
做好“保障员”。小区全面
封闭后，小区功能型党支部
建立了“阻击疫情·送粮上
门”微信群，组织辖区商户
进群，新鲜水果、蔬菜、肉、
蛋等生活必需品平价出售，
定时送至门岗，由物业、保
安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送
至每家每户。

加强联合，群防群控，
做好“轴心员”。该党支部
联合多家单位成立疫情应
急领导小组，严格实施24小
时管控，对居民的健康状况
进行日统计。对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调

查、管理。每天实施地毯式多频次消杀。
为民服务、尽心尽力，做好“服务员”。该党支部联

合物业，做好居民水电费缴纳工作，对行动不便的居
民，物业指派防护人员上门收费。对个别燃气用完需
要充卡的居民，党支部与燃气公司对接，由党支部统一
收集燃气卡充值，确保群众基本生活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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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耿珍珍）“请党组织在实践中考验
我！”2月 11日，在民权县王桥镇杨官
庄村疫情检测点，该村党支部书记杨
玉栋接受了村民杨玉顺郑重递交的
入党申请书。

自疫情发生以来，看到村内党员
第一时间亮身份、冲在前，杨玉顺入
党的信念越发强烈。“我虽然50岁了，
但是加入共产党是我多年的心愿，这
时候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就是想以
一名党员的身份参加这场战斗！”

他主动请求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白天在村里当宣传员，积极向群众宣
传讲解疫情防控知识，消除群众心理
恐慌和焦虑；晚上在疫情检测点值
班，严格检测、劝阻过往车辆和行人。

得知村委会决定取消村里的红
白喜事宴请活动，杨玉顺揽下了这
活：“这件事包俺身上了。”在统计了
全村的红白事后，他思来想去，决定
先从自己的堂哥杨继芳下手。

“继芳哥，你也知道现在疫情形
势很严峻，大规模的人群聚集非常危
险，给嫂子办三年这个事咱取消吧。”

“这办三年是大事，年前就啥都已经

定好了，亲戚朋友都通知了，这咋能
取消啊。”堂哥坚决不同意，杨玉顺只
能耐着性子一遍一遍地给他讲疫情
形势和后果，堂哥也逐渐从不同意转
为点头赞同。有了堂哥的支持，他趁
热打铁，继续劝说其他要办红白事的
人家。在他的努力下，村内两起白
事、两起喜事全部取消宴请活动。

“玉顺哥一直以党员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就是以前我们村的日常工
作，他也是冲在前干在前。我作为党
支部书记，要把他好好培养，迈入党
的大门。”该村党支部书记杨玉栋说。

战“疫”中递交的入党申请书

疫情就是命
令。宁陵县张弓
镇在近期的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
迅速组建了党员
先锋队，成为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带头力量，构
筑起一道坚实的
群 防 群 治 防 控
线，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本 报 记 者
高会鹏 摄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2月11日上午，梁园区产业集聚区上
海哈森药业第一针剂车间，“全副武装”的工人们正在生产流水
线两侧忙碌着检测产品质量。另一条生产线上，一批支援武汉
抗击疫情的消炎药品正在有序包装。据了解，从正月初二开
始，哈森药业所辖两家生产类企业复工上班人数达920人。

连日来，梁园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在
全面深入开展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组织企业复工投产，保发
展，战疫情，做到了双管齐下。

梁园区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时维良介绍说，截至 2月 11
日，梁园产业集聚区复产复工企业 27家，主要是医药生产、
医药物流、配套包装、民生类行业企业，上班员工达1614人。

在仙代生物大院里，一辆铲车正在往一辆大货车上装载药
品，3名工人忙得满头大汗。企业负责人江正林说，这批药品
今天就发往武汉。我们获得了批准，有支援武汉的A证。

据梁园区政府副区长何玉东介绍，梁园产业集聚区内有医
用酒精生产类企业6家，全线开工，平均每天生产医用酒精和
消毒液能达到 25吨，但由于原材料和包装材料购进难等诸多
因素，目前每天实际产能约18吨。

与此同时，五得利面粉、贵友食品、大北农饲料、阳光铝
材、博森热力5家民生企业先后复工。博森热力42名工人坚守
岗位，日供应蒸汽300吨，确保产业集聚区供暖正常。

梁园区27家企业复工投产

坚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持续保持持续保持我市高质量发展态势我市高质量发展态势

2月10日，在示范区北汽福田汽车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
热火朝天地施工。示范区要求该项目围绕3月20日第一辆车下
线的目标任务，坚持做到抗击疫情和项目建设“两手抓、两
不误”。 本报记者 马晓伟 摄

2月9日，为不影响群众用电和企业复工，虞城供电公司
在县城漓江路开展带电作业，排除故障。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1月25日，大年初一，人们正沉
浸在欢乐的气氛中，示范区平安街道
张八庄社区共产党员刘启峰却接到通
知，富贵华庭小区发现一名疑似病
人。他立即赶赴现场。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必须隔离有接触的人员，刘启
峰主动向领导请求：“几位年轻社区
干部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离不开。我
是党员我先上。”就这样，年过半百
的他不顾危险，每天在小区里工作，
就连元宵节也没有回家团聚。

小区部分居民被隔离了，群众购

买生活用品成为难题，刘启峰和侯圣
建等组成党员志愿者小组，每天打电
话登记居民需要购买的蔬菜等生活用
品，再联系商家，由商家进行统一配
送，及时送到各家门口。

社区干部考虑到刘启峰的工作强
度，安排了一张轮流值班表，他对此
却提出了反对意见：“现在是特殊时
期，这项工作参与的人员越少越好，
我已介入，就由我来承担到底。”看
似简单的话语，却折射出一颗赤诚的
党员之心。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他

恪尽职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
热”。

熟悉刘启峰的人都知道，其实他
自己也有困难，但默默无闻是他的本
色。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他对于岗
位的坚守并不仅仅是“加班”这么简
单，更是将风险主动承担在自己肩
上。有的人对他说：“论资格，就算你
不露面也没人有异议。论特殊情况，
大家也都能体谅你的身体状况。”刘启
峰却说：“我是一名老党员，这个时候
不上，还等到什么时候？”

“我已介入，就由我来承担到底”
本报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郑新胜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11日，柘城县确诊新冠肺炎的史
某某治愈出院。这是柘城县首例新冠肺炎治愈患者。

史某某，男，48岁，家在柘城县安平镇大史村，年前在
武汉打工，他打工的地方距离武汉海鲜市场较近。史某某于1
月16日乘火车返回老家。1月20日，史某某无明显诱因出现发
热，伴乏力、畏寒，当日在安平镇卫生院就诊，于1月21日转
到柘城县人民医院就诊。医生询问工作地点后，建议其到商丘
市立医院就诊。1月21日18时，史某某到商丘市立医院就诊，
随即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收住入院，1月25日
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月11日治愈出院。

柘城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