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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从农历正月初二起，厦门市赴甘肃
临夏州帮扶工作队领队邱武伟就忙于筹
备捐赠临夏州防控疫情的物资。厦门市
是东西协作帮扶单位，在当前防疫物资
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厦门市委市政府千
方百计统筹协调，厦门市对口支援办公
室紧急调拨首批无偿支援物资，厦门市
赴临夏州帮扶工作队连夜办理空运手
续，并得到厦门航空公司鼎力支持，免
费运输。

1月30日，厦门首批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物资经兰州中川机
场运抵临夏。“我们3批共捐赠防护服
200套，测温仪100个，口罩15万只，
手套50万双，还有价值100万元的艾草

产品。”邱武伟介绍，此次厦门市委、市
政府和帮扶企业捐赠临夏州价值200万
元的物资。

“第一批物资分配到了临夏州医院、
疾控中心、甘光医院、临夏县医院及临
夏市养老院，第二批分配给了公安、交
警等执勤岗位。第三批2月3日运达，
会尽快分配。”临夏州物资保障组办公室
主任马绍忠介绍。

临夏州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区，2010年，国务院确定由厦门市对口
帮扶临夏州。2016年12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进
一步明确了两地扶贫协作关系。近年

来，厦门不断加大对临夏州的帮扶力
度，东西两市已成为脱贫攻坚路上的

“好亲戚”。
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的关键时期，厦门更是惦记着临夏
州，不仅紧急调配物资、在防控工作上
密切战“疫”协作，也积极谋划拓宽疫
后脱贫渠道等。

这些天，临夏州积石山县刘集乡刘
集村党支部书记马拾忠，总能接到厦门
挂职积石山县常委副县长王法丛的电话
提醒：“要多做宣传，让村民少出去，做
好防控。”

根据临夏州委、州政府通知要求和
疫病防控工作实际，厦门市在临夏州挂

职干部虽然身在厦门不能返回，但依然
心系临夏，及时通过电话、微信、互联
网等了解情况，指导分管部门做好脱贫
攻坚、疫病防控等工作。两地卫健部门
和区县、乡镇（街道）也加强联系，互
通情况，坚决打赢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我们正在筹备让一些有条件的扶贫
车间转产生产防护服、口罩等防控疫情
用品。”邱武伟介绍，厦门市已在临夏州
开办216家扶贫车间，今年将继续引进
东南沿海企业来临夏建立扶贫车间，计
划再增加10多家扶贫企业开设扶贫车
间，更大程度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就业
问题。同时，还会增大临夏州人员外出
就业力度，助力脱贫攻坚。

脱贫“好亲戚”携手共战“疫”
——福建厦门对口支援甘肃临夏州扶贫防疫两不误

本报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不走亲、不访友，不聚会来不办酒
……”2月3日晚9点30分，分布在贵州
省习水县官店镇何村村大小山头的13个
大喇叭再次同时响起，重复播放着疫情
防控内容。村党支部书记冯焕明在村委
会办公室里不时用手机与人交流，调度
防控工作，“过去，广播最晚到晚上9点
就停了，如今形势严峻，村里决定多播
一会儿，推迟到晚10点钟”。

何村村曾经是省级深度贫困村，为
了宣传脱贫攻坚政策，2017年特意购置
了13个大喇叭，安装到各个村民小组。
如今，这些大喇叭又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发挥了大作用。

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按计

划停播了好几天的大喇叭又响了。“村民
朋友请听清，冠状病毒正流行……”这
次播送的内容与以往不一样，是不少人
从没听说过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及其预防知识。

春节期间，要把村民“堵”在家里
并不容易。“不少群众一开始也不理解。
有人认为村庄地处偏远，大山阻隔，病
毒进不来；有人担心亲戚朋友过年不走
动走动，关系会淡了。反对声音不少，
要出门逛逛的也不少，尤其是老年人。”
冯焕明说。

为了织密织牢防线，在用好大喇叭
的同时，村里根据群众的居住情况，把
全村细分成31个网格，组建了31支由

村干部、共产党员、护林员和群众代表
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各自负责一个网
格，挨家挨户上门宣讲防疫知识，摸排
人员情况，督促村民居家观察，确保每
个人对疫情防控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村
里还组织人将防控政策编成顺口溜，变
成了村民都听得懂的“土话”。

冯焕明说：“农村群众防护意识比
较差，也缺少口罩等防护物资，如果疫
情在村里蔓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奋
斗数年的脱贫攻坚成果就可能毁于一
旦！”

为了杜绝传染源进村，何村村在周
边设置了4个卡点，每个卡点由两个值
班小组24小时轮流值守，每个值班小组

由1名村干部、1名医务人员和3至4名
群众代表组成，负责劝返进出人员，“外
人不能进，村民不能出”。

晚上10点30分，冯焕明关掉大喇
叭，和警务助理赵焱红一起到二台子卡
点巡看。因为海拔高，二台子卡点的路
面已经结冰。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一炉
炭火烧得很旺，值班人员围炉而坐。

“不来看看，晚上睡不踏实。”冯焕
明告诉记者，二台子卡点设在县道上，
车流量大，情况复杂，大意不得。当晚
参与执勤的村民王世明，曾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防控疫情是事关全村的大事
情，是全村人的共同责任，我们都不做
旁观者”。王世明说。

贵州习水县官店镇何村村织牢防护网——

不让疫情使脱贫攻坚成果毁于一旦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向小东

“最近大家都忙着准备藏历新
年年货、忙着培育辣椒苗。大家刚
脱贫想要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心情
我们都理解。但是现在疫情来势
凶猛，必须无条件做好防控工作。
防控做不好，我们之前辛苦取得的
脱贫成绩都是白搭。大家要配合
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开展好疫情防
控工作。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报告
给所在网格的负责党员。请不要
串门，不要聚集。如果不听劝说，
就交由公安机关处置。”2月1日上
午9点，像前几天一样，西藏林芝市
朗县洞嘎镇滚村旺热组的广播里
又准时传来了村党支部书记格桑
次仁浑厚的声音。

地广人稀的滚村共有220户
775人，5个村民小组。第1个小

组到第5个小组之间的跨度达29
公里。为了确保疫情防控到户到
人，由林芝市委政法委驻滚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班子组成疫情防控
宣传和监测工作领导小组，组织
动员党员积极认领联防联控工作
任务。目前，滚村40余名党员在
加强自我防护的同时，正日夜奋
战在18个包片网格的入户排查、
宣传引导、劝导登记等防控岗
位上。

在网格化基础上，滚村还针
对区外返藏回村的24名在校大中
学生和1名群众的身体情况进行
了重点排查，查询他们的返藏路
径行踪，摸排亲密接触人员，利
用网格每天对他们进行监测和
管理。

自广西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I级响应以来，南方电网广
西电网公司的各个派出扶贫干部
放弃春节假期，回到定点扶贫村，
深入各村屯开展防控宣传和指导，
针对实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在农
村一线筑起阻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的坚强防线。

苏胜业是南方电网广西北海
供电局派驻合浦县白沙镇文明村
的扶贫工作队员。村里的疫情防
护知识不足，而且基地的第一批种
鸭开始产蛋，需要人照顾。苏胜业
心里清楚，扶贫干部是村民的主心
骨，关键时刻必须到岗到位，不能
让疫情影响“菜篮子”基地正常运

营，影响到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
要防止感染病毒，就要尽量

减少接触鲜活家禽。苏胜业四
处奔走寻找口罩，送到贫困户和
急需村民手中，并叮嘱在养鸭场
工作的贫困户，一定要做好基地
卫生和个人防护措施。他们还
张贴公告，并通过村委会广播提
醒过往村民不要靠近养殖区。

为了减少贫困户经济负担，
苏胜业还提出将部分鸭蛋免费送
给村里贫困户和村民，既减少生
活支出，又减少村民外出买菜感
染病毒的风险。春节期间，文明
村“菜篮子”基地已经免费送出了
500多枚鸭蛋，得到村民点赞。

“爸爸不是医生，也不是军人，但爸爸
此刻就是一名战士，这个村爸爸工作了3
年，这个村就是爸爸的战场！我会和村里
的叔叔阿姨一道，战胜病毒，保护村子。”
疫情当前，农村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在采
访奋战在农村防疫一线的扶贫干部时，这
样一封写给儿女的家书让记者格外感动。

为保证村民安全、严控病毒入侵，安
徽省芜湖市气象局扶贫干部、驻无为市泥
汊镇新板桥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队长张棕初从农历正月初一起便积极

投身新板桥村的疫情防控工作。闲暇时，
张棕初才能掏出手机和家中年幼的孩子
视频关心一下。夜深人静时，独自一人在
村部，思念之情便在这一封家书里流淌。

张棕初所在的新板桥村，全村1700
余户5500多人，春节期间，外出务工返乡
人员急剧增多。张棕初敏锐地发现了农
村疫情防控的薄弱之处，从一开始便瞄准
返乡人员这一疫情防控重点，第一时间要
求在村内两条主要道路的4个主要出入
口设卡，派人值守并确定路卡负责人，阻

断外来车辆、人员进村。并分派9名村干
部分片全面摸排从湖北返乡的人员和车
辆，详细记录各类身份信息。收集数据为
的是精准开展防疫工作。张棕初及时上
门了解情况，悉心开展解释和宣传工作，
安排村医每天为返乡人员测量两次体温，
并在其家门口设立警示牌、警示横幅，要
求他们在家隔离观察。

不只是返乡人员，贫困户里大多都有
老弱病残。非常时期，为保障辖区贫困户
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身体健康，提高防护意

识，做好防护措施，张棕初还组织村干部通
过面对面、电话等方式，向贫困户宣传防疫
措施，积极到贫困户家中宣传防疫知识。

自1月26日起，张棕初每天全天候
开车巡视于村内，用大喇叭广播宣传疫情
防范要点。他还在全村设立了20个宣传
点，及时张贴市防疫指挥部下发的通告、

“致全市人民一封信”等宣传材料，悬挂镇
政府下发的防疫宣传横幅，用各种方式方
法努力引导村民科学有序应对疫情，不信
谣、不传谣。

张棕初有两个孩子，儿子5岁，女儿2
岁。他在家书中写道，“爸爸写这封信，你们
或许能懂，或许以后才能明白。我希望你们
能理解爸爸现在在做什么，也能记住，在这
个特殊的春节里，千千万万的人，面对病毒
疫情，面对困难所作的努力和坚守。爸爸坚
信我们能取得胜利，也希望今后你们能成为
有勇气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人”。

农历大年三十下起了小雨，
经过一天走村串户做防控疫情宣
传、排查工作，孟鹏飞嗓子哑了。
晚上快8点，村里响起此起彼伏的
鞭炮声，他从村委会回到宿舍，下
了碗面条，打开电视没看几眼就
累得倒头睡着了。

孟鹏飞是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物）哈尔滨
物流公司综合部部长，2017年底主
动请缨，挂职派驻到湖北省孝昌县
花园镇松林岗村任第一书记。前不
久，松林岗村与光华村合并成为松
华村，他又成为松华村的第一书
记。本来两年任期已满，为了巩固
脱贫成果，孟鹏飞主动要求延期一
年驻村书记工作。遇上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他又主动放弃
春节休假，奋战在抗“疫”前线。

松华村地处大别山南麓，865
户人家有不少人在100多公里外
的武汉打工。还未到春节假期，
就已有不少在武汉打工的乡亲回
到了村里，疫情防控压力很大。

在孟鹏飞的宿舍里记者看到
一份工作日记，随便翻开一页，里
面这样写道：

2020年1月29日
1、早上 5∶00 起床（办公室

睡），6∶30到何新乔家接他去花园

镇卫生院透析。
2、返回后与石主任到四、五

组（光华村）摸排。
3、11∶30再到花园镇卫生院

接何新乔。
4、小段发来信息，要报疫情

防控情况。
5、邢部长发来廖总（中国铁

物总经理）慰问。
6、下午与石主任、许宣委到

涂家湾摸排做宣传。
……
9、凌晨1∶00开始通知（村委，

早上）喊话；2∶00睡。
就是这样，满满当当的一天

又一天，面对疫情，孟鹏飞走在最
前面。在他的带领下，其他村干
部跟上来了，党员跟上来了，防疫
队伍日渐壮大。

春节期间，孟鹏飞带领村委
会工作人员跑遍了22个组近30
个自然湾，全面摸排村民2286人，
发现并登记从武汉返乡村民201
人。勤洗手、戴口罩、不聚会成为
松华村过年的新时尚。

截至2月4日，松华村出现1
例确诊病例。此人是松华村村
民，但不住在村里。村里非常重
视，已对与此人和其家人有过接
触的村民实行居家隔离。

一封家书传递必胜信心
本报记者 郭静原

驻村第一书记孟鹏飞：

春节日记见证抗“疫”豪情
本报记者 齐 慧 通讯员 王保良

西藏朗县洞嘎镇滚村：

再远也要防控到户到人
本报记者 代 玲

广西电网扶贫干部:

当好村民防疫“主心骨”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韦 露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孟鹏飞（右二）与村委会副主任石新君（左一）、驻村防疫工作队队长

周航向（右一）一同录入疫情防控信息并安排防疫工作。 王保良摄

春节假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相较于城市，乡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乡村的防疫更不能松懈。为了让刚刚脱

贫或是正在为脱贫努力的乡亲们不受疫情伤害，稳住脱贫攻坚成果，各地的扶贫干部、驻村书记、村干部、党员纷纷冲到防疫一线，想

尽各种办法宣传疫情防控要求和防疫知识，摸排返乡村民情况并指导防控，在农村一线筑起抗“疫”的坚强防线。

1 月 31 日，山东省

东营市东营区史口镇

大宋村，一辆大型农用

喷洒车在对村内道路

及垃圾桶堆放处进行

集中消毒。

刘智峰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