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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新闻

共克时艰 抗击疫情

张飞是梁园区八八街道办事处宣传
委员，王方是平原街道办事处文化站站
长，两个“文化人”携手奔上抗疫前
线，演绎了一折“夫妻双双战疫情”的
动人故事。

这是一对拥有一双儿女的年轻夫
妻。从8月1日早晨从家里分别后，至今
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他在抗疫一线白天
黑夜连轴转，她在抗疫前沿跑前跑后不
停息，30个日日夜夜，夫妻不相逢，把
一双儿女丢给了两家的父母。

7月 31日，梁园区召开新一轮疫情
防控动员会。那天，张飞和王方都参加
了会议。

疫情突袭，猝不及防。梁园区紧急
布控，党员干部上前线，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党员发
出全面出击抗击疫情动员会。张飞和王
方这对同为党员的年轻夫妻同时接到了
各自单位的抗疫指令。

当晚，夫妻俩都没有了睡意。
“怎么办？我负责青年路西卡点，那

是通往高铁站的要道，不能请假。”张飞
说。

“你说怎么办，我负责民西社区几个

家属院，那里老年人多，生活不便利，
更不能请假。”王方说。

“现在任务很重，又赶上疫情，咱俩
都出任务，孩子们怎么办？”张飞很认真
问道。

“一个送给奶奶，一个送给姥姥。”
王方声音低沉。

“那，咱俩呢？”张飞问。
“为了安全，咱俩最好也不见，因为

我们天天都在群众中。”王芳坚定地说。
寂静的房间，没有干扰，小两口定

下了“夫妻协定”：疫情不消灭，两口不
见面。

8月 3日，前进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大
商新玛特出现一名员工从郑州第六人民
院返商被确诊。两天后，八八街道办事
处辖区内一名市民被确诊，形势急转直
下，复杂而严峻，全市防控应急预案升
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道路设卡，
小区封闭，非必要不外出。

八八街道办事处辖区就在道北高铁
站房对面，辖区流动人口多，老旧小区
多，物业市民多，不便管理。凯旋路、
青年路等多条道路都是通往高铁站的要
道，人流车流穿梭不停。按照办事处任

务分工，前期，张飞带领工作人员深入
社区排查南京、郑州等中高风险地区返
商人员，在排查的同时，他手拿小喇叭
向市民宣传疫情防控要点和常识。同
时，负责青年路西卡点值守执勤，严格
管控外来车辆和外出人员。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把病毒就地
圈死，决不能扩散！切断病毒传播最好
的措施是减少人员流动，不让人们聚
集，实施居家隔离，这更是市委、市政
府和区委、区政府下达的最严指令。把
责任扛在肩上，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
那些天，张飞和同志们吃住在卡点，寸步
不离，严防死守。

在平原街道办事处民西新区，巾帼不
让须眉，王方和张飞干着同样的工作，排
查、宣传、管控，一样也不比他少。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全民核酸检测
在高温酷暑中拉开序幕，张飞和王方又
投入到新的工作，组织各自辖区群众进
行核酸检测，第一轮到第五轮，半个多
月日夜不停，工作繁忙之程度连打一个
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与时间赛跑，与病
毒赛跑，曾经几天时间，彼此都遗忘了
对方。

一个特殊的场合，夫妻俩见了一次
面，8月 21日下午，梁园区委宣传部组
织召开疫情防控宣传工作会议，张飞代

表八八街道办事处出席，王方代表平原
街道办事处出席。会后，两个人在会议
室门口说了几句话，又匆忙奔赴各自的
阵地。

8 月 22 日，又一道紧急命令传来，
暴雨将至，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全面
应对汛情。从22日早上到23日深夜，张
飞和王方又同时走向抗汛一线，转移群
众，封闭地下空间，深入小区排险除
患，两个年轻的身影又站在了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的前沿，危急关头，陪伴
他们的除了一起战斗的同志们，还有胸
前那个闪闪发光的党徽。

王方把女儿送到奶奶家时说：“我和
爸爸都是共产党员，现在要去干一件很
重要的事情，你在奶奶家乖乖听话。等
疫情结束，我们接你和弟弟回家。”9岁
的女儿非常懂事，从不给爸妈添麻烦。
而儿子刚刚 1岁，还离不开母亲的怀抱，
尽管姥姥姥爷百般呵护，却总是哭闹着
要找妈妈。

王方又何尝不思念儿子，有了儿子
后，这是她和丈夫和孩子分开最长的一
次。离家咫尺，他们不能回家，这是防
疫的需要，更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毕
竟，他们的父母年龄也大了。

一天深夜，王方的手机微信视频铃
声响起，是母亲和她发起的视频聊天。
点开屏幕，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把镜头
转向沙发，沙发上儿子抱着一个玩具，
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眼角上还挂着眼
泪。这一刻，王方心头一酸，在高温酷
暑下连续奋战几天几夜，她没有落泪，
在疾风骤雨中抗汛救灾，她没有落泪，
但看着儿子瘦弱的身体，她泪水夺眶而
出。大局为重，抗疫当前，顾大家就得
舍小家，她擦干泪水对母亲说：“妈，你
再辛苦几天，疫情很快就会过去了。”一
转身拿起小喇叭维持秩序。

8月 30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平原街
道办事处负责人，提起王方，办事处负
责人说：“王方很能干，很优秀，是我们
全体干部公认的‘女强人’。”

抗疫前线上的“夫妻协定”
文/图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本报讯（黄 波）为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疫
情防控中，连日来，梁园区文化旅游局组织剧团演职人员，
发挥专业特长，创作抗疫戏曲唱段，在梁园文化旅游战线视
频号上以“文化战‘疫’”线上系列活动的形式广泛传播。

据了解，演员们用戏曲形式传递抗疫精神力量，提高了
广大群众自觉肩负起抗击疫情的社会责任，展现了梁园区广
大人民群众在梁园区委、区政府的坚强带领下，众志成城，
风雨同舟，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必胜信念。也呈现了
在我市疫情严峻时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省各地医疗
救援队驰援商丘的感人事迹，再现了白衣天使和党员干部奋
不顾身冲锋在抗疫一线的感人画面。

梁园区文化旅游局“文化战‘疫’”线上系列宣传活动
将继续为全区常态化疫情防控进行下去，持续发挥文艺作品
的“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筑同心”重要作用，助推疫
情防控常态化规范化。

梁园区文化旅游局

抗疫戏曲联唱 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胡晓平）新的一轮疫情发生后，前进
街道办事处严格落实梁园区委、区政
府工作部署，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
势，把共产党员先进性转化成疫情防
控的磅礴力量，党旗在防疫一线高高
飘扬。

疫情就是命令。前进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第一时间召开关于疫情防控成
立临时党支部工作紧急会，向辖区广
大党员干部发出疫情防控“集结
令”。他们在辖区 45个基础网格成立
了 23个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在各
临时党支部设立党员责任区、建立党
员先锋岗，号召辖区党员迅速行动起
来，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
来，凝聚强大工作合力。

商丘火车站就在前进街道办事处
辖区，这是商丘的窗口，人流量大，
管控任务十分繁重。前进街道办事处
落实属地责任，明确 4名科级干部、
50 名工作人员入驻火车站南出口，
统筹铁路公安、运管、医院，建立火
车站临时党支部，设立防控监测点，
严格落实进出站人员测温、扫码、登
记等工作。在出站口设置体温检测点
和临时留观室，配备体温测试仪、防
护消毒物品、宣传资料等,切实做到

“不扫码不进出站”、“无48小时核酸
检测证明不出站”，将最强战斗堡垒
筑在最前沿，扎牢外防输入的“防火
墙”。临时党支部实行轮班值守，24
小时严防死守，对每一名进出站旅客
认真检查，详细了解过往旅客运行轨
迹，详细登记乘车情况、身份证号
码、联系方式，对中高风险地区来商
人员严格管控。

疫情来袭，共产党员就要冲锋在
前，关键时刻不惧风险、不辱使命。
前进街道办事处在各个临时党支部叫
响“插上党旗、亮明身份、争当先
锋”口号，号召各支部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提供最强力量。他们制作了“值班
党员”和“疫情防控”袖章和工作牌，设立党员先锋岗，通
过居民微信群发布、张贴宣传单、悬挂宣传标语、利用小喇
叭循环播放等方式，向小区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和社区防
疫工作动态791条。每个党员先锋岗至少安排两名党员进行
值守，负责做好小区居民出入检查工作，对进入小区人员严
格执行佩戴口罩、测温、扫码、登记等防控措施，上报社区
163条有效信息。网格化管理发挥作用，建立了“业委会、
楼栋、业主”三级分包责任制，明确街道1名总网格长、社
区 9名网格长、45名网格员各负其责，充分发挥人熟、地
熟、事熟的独特优势，全力投身疫情防控排查工作。党员

“双报道”为社区疫情防控提供了支持，解决了社区人手不
足的难题，区直机关 41名党员积极参与值班值守、防疫宣
传、环境消杀、人员排查等工作，为有效防控增添力量。

前进街道办事处通过树典型、立标杆等形式，强化党建
引领，示范带动，助力疫情防控。团结路时代广场小区自发
组织志愿者队伍，在小区设置“双岗双卫”24 小时防控
岗。一中南苑小区组织人员在小区门口悬挂宣传条幅，张贴

“疫情码”，发放政府《公告》和防疫宣传单，手拿扩音喇叭
巡回播放，让辖区居民认识到新一轮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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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的“夫妻协定”

前沿阵地上“夫唱妇随”

告诉孩子“我们是共产党员”

本报讯（陈 臣）“请测温，请出示健康码，请扫行
程码，请您来这边登记……”8月30日，在观堂镇观堂村
北街疫情防控卡点，3名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的大学
生志愿者在不厌其烦地提醒每位过往司机。

这是时下该镇300名“志愿红”在防疫一线的一个缩
影。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观堂镇团委、妇联主动作
为，积极谋划，第一时间发出关于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的倡议书，号召全镇在家的青年和在家度暑假的大学
生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疫情发生后，全镇 73 个自然村的青年男女闻令而
动，踊跃加入志愿者行列，在核酸检测点，在小区疫情
防控点，他们维护秩序、宣传政策、协调资源、安抚群
众情绪，争做抗疫先锋。

“村中人员紧缺，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利用暑
期时间为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召必应，我相信
大家都会这样做的！”郭老家村大学生志愿者田小丽话语
坚定，处处传递着责任与担当。

疫情当前，观堂镇有许许多多像田小丽这样的大学
生志愿者放弃了舒适的假期，毅然决然主动加入到核酸
检测最前线，为抗击疫情、为守卫家乡安宁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观堂镇

300名志愿者投身防疫一线

近日，爱心企业向梁园区城管局疫情防控卡点，捐赠了100件水及方便面等防疫物资，以实
际行动助力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责任担当。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8月30日，无人机拍摄的梁园区高铁和新区绿轴项目施工现场。连日
来，梁园区在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8月30日，工人们在机械设备生产车间忙碌着。梁园区斯派特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总投资2亿元，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微型履带起重机为一体的
专业性公司，其自主研发生产的SPT系列产品填补了相关领域国内空白，并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王方在为小区居民测量体温王方在为小区居民测量体温。。 张飞防汛现场不忘疫情防控张飞防汛现场不忘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