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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服 务服 务

致敬先进模范

44 岁的武志强是市第四人民医院法医鉴定中心主
任。除了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他还是一名资深义工。繁
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和妻子一起带着两个女儿参加公益
活动，可谓是一人当义工，全家做公益。

在“商丘好人”爱心早餐点，武志强为环卫工人打
菜盛饭，做义工助力；周末带着孩子捡拾垃圾，参加环
保志愿者协会的“清洁家园”活动；连续多年，他参加
商丘众人爱心车队组织的“爱心送考”活动，义务接送
考生。2018年 5月 20日是武志强和妻子曹丹的结婚纪念
日，夫妻俩来到商丘爱之源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办公室，

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表，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他们用这种方式，庆祝自己的15周年结婚纪念日。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在资助贫困学子方面，武志强
也不甘落后。2016年，在市义工联组织的助学活动中，
武志强夫妇结识并资助了睢阳区冯桥镇的一名贫困学
生，每月定期往受助学生的银行卡里汇入 200元钱，一
直坚持到现在。在武志强的带领下，市四院的白衣天使
志愿者一共资助了21名贫困学生，用爱照亮了孩子们的
求学之路。

“他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医院现在经

常会组织公益活动，大多都是他带头联系和组织的。”谈
起武志强时，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孟飞燕竖起了大拇指。

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武志强第一时间写下请战
书，积极带头去高速路口的疫情防控卡点值班，筛选发
热病人，在防疫第一关保障群众的安全。同时，他还参
加了医院的预检分诊值班，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疫情攻坚
战中，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贡献力量。

由于在 2020年疫情期间表现突出，武志强被评为抗
疫中的“商丘好人”，他的家庭被推选为我市第二届文明
家庭。武志强说：“这份荣誉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种鼓励，
下一步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带动更多的朋友和
家人参与公益活动，奉献爱心！”

坚守公益初心 传递社会关爱
——记商丘市第二届“文明家庭”获得者武志强家庭

本报记者 李 岩

不管是在“商丘好人”爱心早
餐点，还是在爱之源器官捐献者服务
队，总能见到“中国好人”陈斌的身
影。他是名副其实的公益达人，不是
在做好事，就是在做好事的路上。

49岁的陈斌是商丘市义工联副会
长，2011年开始从事资助贫困生、关爱
孤寡老人和环卫工人等公益活动，多
年来累计捐款捐物价值 50 多万元。
由于贡献突出，他由一名普通义工，被
推选为市义工联副会长和市帮扶商丘
好人协会秘书长，引领带动更多人走
上公益之路。今年 8月，陈斌成功入
选“中国好人‘助人为乐’”榜单。

坚持做义工 情暖身边人

“我父亲是一名军人，从小他就
教育我们要有善心和爱心。”带着这
样的初心，陈斌一步步走上了公益之
路。2011年5月，陈斌的老家睢阳区
李口镇陈庄村修路，陈斌和家人商量
后一次性捐款 6万元。从那时起到现
在，陈斌每逢节日，都要出资慰问老
家 7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中秋节每
人两斤爱心月饼，春节为每位老人发
放100元红包……

2016年8月，市义工联“商丘好
人”爱心早餐项目启动。在项目筹备
期间，陈斌主动出钱出物，先是带头
捐了一个月的房租，然后每月为爱心
早餐项目免费提供10罐液化气。5年
来，他共为爱心早餐点提供液化气
600多罐。陈斌经常带家人和好友到
爱心早餐点做义工。逢年过节，他都
会提前准备好礼物，早早送到爱心早
餐点。每年冬至送水饺、端午节送粽
子、中秋节送月饼，让环卫工人享受
到节日的温暖。这些年来，仅这方面
他就捐赠10万余元。

2018 年，陈斌被推选为市帮扶
商丘好人协会秘书长，他积极参加礼
遇关爱帮扶“商丘好人”、道德模范
活动，先后慰问黄云香、王根柱、宋信昌等“商丘好人”100多
人次。2020年年初，在疫情防控期间，他积极参加“商丘好
人”抗疫志愿者服务队，先后捐赠了3万元现金和6000多元抗
疫物资，购买了睢阳区高辛镇的爱心胡萝卜捐赠给武汉人民。
同时，他还积极带头参加由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开展的“餐香疫
路”免费午餐爱心行动，无偿为本次活动提供液化气和馒头，累
计为12个疫情防控点赠送爱心午餐28天，送餐5000多份。

救助贫困生 关心下一代

多年的义工活动，陈斌看到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生活
困难没办法继续学业，陈斌深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读书才
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这些年，陈斌累计资助过的贫困
生有 50 多名。这些学生在陈斌的资助下，很多人考上了大
学。参加了工作，他们又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帮助更多需要
帮助的寒门学子，这是最让陈斌感到幸福的事情。

2017年 2月，陈斌及 20多名热心义工，顶风冒雪驱车来
到柘城县申桥乡柳园村，看望慰问该村生活困难的张巧玲、张
江龙姐弟俩，给他们送去了米、面、食用油等物品和爱心捐
款。2019年9月，结对资助的贫困生王舒考了633分，被华东
师范大学录取，陈斌夫妇赶到王舒家，送去了 6000元学费。
2020年 8月 31日，在“商丘好人”爱心早餐点，受资助学生
王思甜的妈妈将一面锦旗送到陈斌手中，她激动地说：“今年
孩子以679分的成绩被中央财经大学录取，非常感谢市义工联
陈斌先生的资助，孩子才能顺利考上大学。”

时时做好事 处处学雷锋

陈斌是个出了名的热心肠，最见不得别人有困难。2013
年，市义工联接到梁园区身患重病的女孩赵露的求助，当时她
得的是脊椎纤维瘤，严重影响了双下肢功能，急需到北京手
术，借遍亲戚朋友的钱，还差3万多元医疗费，她便向市义工
联求助，得到了2万元的捐助，可还差1万多元。得知这一情
况后，陈斌给她送去了 1万多元。赵露终于在北京 301医院做
了手术，非常成功。陈斌和义工们的一个善举，让身患重病的
生命得到了重生。

2019年，由于修路 310国道与凯旋路口经常发生交通拥
堵。每到上下班高峰期，陈斌总会及时赶到，穿上义工红马
甲，在人群、车流中来回穿梭，协助交警疏导交通。他当义务

“交警”，一干就是半年多，直到路修好。在一次指挥交通时，
突然有一辆黑色奥迪车前引擎盖冒烟，陈斌看见后赶快调集旁
边气站的灭火器，迅速灭火，又借来工具把奥迪车上的电瓶卸
下，避免了一场火灾。

公益路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陈斌表示，今后还会带
动和影响亲朋好友，动员更多的身边人一起做公益，为社会和
谐发展、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增光添彩，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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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博）立秋后的天气，空气里悄悄多了些
凉爽的气息，配合耀眼但不炎热的阳光，让人感觉很舒爽。本
周的天气形势同上周有所雷同，天空云量较多，时有雷雨来
扰。预计 8月 19日夜里至 20日白天、22日我市有降水天气过
程，其他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周内最高温度 31℃—32℃，
最低温度21℃—22℃。

具体预报如下：8月17日，多云间晴天，21℃/31℃；8月
18日，多云间晴天，21℃/31℃；8月 19日，多云转阴天，夜
里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22℃/31℃；8月 20日，阵雨逐渐
停止转阴天，24℃/31℃；8 月 21 日，多云间晴天，22℃/
32℃；8月22日，阴天，有阵雨、雷阵雨，24℃/29℃。

市气象局关于生产、生活的建议：目前我市夏玉米进入灌
浆期，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养根、护叶、防早衰，延长灌浆
时间，提高灌浆强度，前期施肥少或有脱肥现象的地块要及早
补施速效肥，保证养分供应，促进子粒干物质积累，增加粒
数，提高粒重。各类病虫害逐渐进入发生危害高峰期，要加强
对大小斑病、黑斑病、玉米螟等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治工作。市
民要少聚集、出门戴口罩，自觉接种疫苗，积极配合核酸检
测，异常症状早就诊，遵守当地防疫规定，做好疫情防控。

本周阵雨雷阵雨频繁

共克时艰 抗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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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好家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居家医学观察已经成为全
民战“疫”的重要措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是对暴露后
感染风险较高人群实施的医学健康管理。那么，居家医
学观察要怎么做？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场所要求

居家医学观察者最好单独居住。如果条件不允许，
选择一套房屋里通风较好的房间作为隔离室，保持相对
独立。在相对独立的隔离室放置桌凳，作为非接触式传
递物品的交接处。房间尽量不使用空调，尤其不能使用
和其他房间共通的中央空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
使用单独卫生间。卫生间多通风，做好消毒。房间内应
当配备体温计、纸巾、口罩、一次性手套、消毒剂等个
人防护用品和消毒产品及带盖的垃圾桶。

卫生防疫要求

●保持家居通风，每天尽量开门窗通风，不能自然
通风的用排气扇等机械通风。

●做好卫生间、浴室等共享区域的通风和消毒。
●自己准备食物、饭前便后、戴口罩前后，均应当

洗手或手消毒。擦手时，最好使用一次性擦手纸。
●讲究咳嗽礼仪，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遮盖口鼻

或用手肘内侧遮挡口鼻，将用过的纸巾丢至垃圾桶，如
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立即洗手或手消毒。

●不与家庭内其他成员共用生活用品，餐具使用后
应当清洗和消毒。餐具首选煮沸消毒 15分钟，也可用

250mg/L—500mg/L含氯消毒液溶液浸泡15分钟后再用
清水洗净。

●台面、门把手、电话机、开关、热水壶、洗手
盆、坐便器等日常可能接触使用的物品表面，用含有效
氯250mg/L—500mg/L的含氯消毒剂擦拭，后用清水洗
净，每天至少 1次。每天用 250mg/L—500mg/L的含氯
消毒剂进行湿式拖地。

●居家医学观察者的毛巾、衣物、被罩等需清洗时，
要单独放置，用250mg/L—500mg/L的含氯消毒剂浸泡
30分钟，或采用煮沸15分钟消毒后用清水漂洗干净。

●家庭共用卫生间，居家医学观察者每次用完厕所
应当消毒1次；若居家医学观察者使用单独卫生间，厕
所可每天消毒 1次。便池及周边可用 2000mg/L的含氯
消毒液擦拭消毒，作用 30分钟。厕所门把手、水龙头
等手经常接触的部位，可用有效氯为500mg/L的含氯消
毒液或其他可用于表面消毒的消毒剂擦拭消毒，作用
30分钟后清水擦净。

●用过的纸巾、口罩、一次性手套以及其他生活垃
圾装入塑料袋，放置到专用垃圾桶，每天清理，清理前
用含有效氯 500mg/L—1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或 75%
酒精喷洒消毒至完全湿润，然后扎紧塑料口袋，再和家
里其他垃圾一起丢弃。

●被唾液、痰液等污染的物品随时消毒，消毒时用
有效氯为500mg/L—1000mg/L含氯消毒液、75%酒精或
其他可用于表面消毒的消毒剂擦拭消毒，作用 30分钟
后清水擦净。大量污染物，应当使用一次性吸水材料
（干毛巾）完全覆盖后用足量的 5000mg/L—10000mg/L

含氯消毒剂浇在吸水材料上消毒，作用 30分钟以上，
小心清除干净。再用 500mg/L—1000mg/L 含氯消毒剂
擦（拖）被污染表面及其周围2米。处理污染物应当带
手套与口罩，处理完毕后应沐浴、更换衣服。

特别注意事项

应在社区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居家医学观察。居家
医学观察期间，拒绝一切探访，其他人员尽量不进入隔
离房间。尽量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必须接触时保
持1米以上距离，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居家医学
观察者应当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
监测，并将监测结果主动报告至社区医学观察管理人
员。医学观察期间，如居家医学观察者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时，社
区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辖区疾
控机构报告，按规定将其转至定点医疗机构排查诊治，
实行闭环管理。

（来源：河南疾控）

关于居家医学观察，这些要点你知道吗？

8月16日，民权
县双塔镇党委书记葛
运刚带着慰问品、党
报党刊、疫情宣传手
册等为隔离群众送去
精神食粮，做到隔离
防控与人文关怀服务
同步进行，让居家隔
离群众倍感温暖。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8月15日，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吴河农贸市场，市民必须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才能
进入市场采购。市场监管部门还实行了驻点值守工作机制，抓实抓细疫情防控措施，全力营造放心安
全、卫生整洁、秩序井然的购物环境。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阿姨，请您戴好口罩。”
“疫情防控期间，请您没事就

待在家里，不要随意出去乱逛，这
样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社会做
贡献。”

“请停车！麻烦您到这测量一
下体温，扫描健康码和卡点登记
码。”……

8月 15日，在宁陵县乔楼乡乔楼
村出入村主要干道，吴琳琳顶着炎炎
烈日，在村头疫情防控卡点拦截着
每一辆进出车辆、每一位进出村的
人员，时刻提醒村民做好自身防护。

8月 6日，乔楼乡团委发出抗疫
青年志愿服务招募令后，家住宁陵
县城的吴琳琳第一时间报了名，
被分配在乔楼乡乔楼村疫情防控卡
点，负责外来车辆拦截、登记来往
人员信息、查看健康码、测量体温
等。中午饿了她就在卡点吃碗泡
面，累了就在卡点旁的凳子上打会
盹，一直忙到晚上7点她才骑电动车
回家。

王勇作为宁陵县斑马义务救援
队的一员，前几天刚从援助郑州灾
区归来。看到团委发出的号召后，
他安顿好家里的事便立即来到抗疫
一线，被安排在乔楼乡白庄村、吴
庄村、郑洼村、张庄村参加志愿服
务，在核酸检测点、村头疫情防控
卡点都能看到他的身影。8月 15日，
在张庄村核酸检测点，王勇耐心地
向有序排队等待核酸检测的群众讲
解“一米线”、戴口罩、不聚集的重
要性，引导群众安全、有序接受核
酸检测。他说：“通过志愿服务培
训，我对岗位职责慢慢熟悉起来。
穿上红马甲，就要出一份力，与医
护人员和乡村干部相比，我们的辛
苦真的不算什么。”

同样的年轻身影，在乔楼乡抗
疫一线不知疲倦地奔忙着，他们响
应乔楼乡团委号召，穿上红马甲，
把党旗、团旗插在最需要的地方，
让青春之花在“疫”线绽放。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面对
近期的突发疫情，乔楼乡团委第一时间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
部署安排，及时发布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招募公告，号召全乡有
志青年火速集结，深入基层一线助力防疫，发挥了青年主力军和
先锋队作用。为了让志愿者尽快明确岗位职责，提高志愿者业务
能力和服务水平，推进基层防疫工作有效开展，乔楼乡团委书记
马橄自学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防护知识，教会青年志愿者如何正
确佩戴口罩、穿脱个人防护用品、使用APP登记核酸检测，提
供及时、有效的专业培训和支持。目前，乔楼乡已召集180名青
年志愿者参与基层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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