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胶着对垒的紧要时期，“疫”考之下，全国各地面临着巨大挑战，但重重压力压不垮人们战胜疫魔的决心和

信心。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各地积极主动出击，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党员冲锋在前，全民共同参与，构筑了“群防群治、联防联控”

的铜墙铁壁。目前，多地采取科学防疫举措，实现了连续多日无新增确诊病例——

山东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

260名党员干部
当“快递员”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赵 峰

党员在前、全民参与、科学防疫——

这些地方为啥多日无新增确诊病例

“孙杰橘子10斤、老干妈2瓶、尿不湿1包，孙祥香蕉3斤、梨2.6
斤……”2月9日下午4点，山东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涝滩居生活
物资配送车准时到达，代办员曹前对照微信群里居民所需生活物资

“采购清单”，挨家挨户地送到居民家门口。
“有这样体贴周到的好党员，‘宅’在家里也乐意。”居民曹文胜拿

着刚送上门的馒头、煎饼说：“看到疫情现在这个情况，我也害怕出
门，但有些生活用品必须去买。现在好了，这些党员‘快递小哥’让我
们省力更省心！”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全面升级以来，吴林街道52个自然
居全部严格管理。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为切实保障疫情防控期
间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物资需求，我们在52个自然居均设立了代办
点，260名党员干部变身‘快递小哥’，为群众提供日常生活必需用品
采购、急切事项代办等服务。各居还专门建立微信群，发布‘生活必
需品菜单’，让群众‘点单’，代办员集中采购并送货上门。针对一些
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党员直接上门登记，无缝覆盖，切实解决了
3万多隔离群众的后顾之忧。”吴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马腾说。

喷雾里灌满消毒液，戴好手套、口罩，河北唐山古冶区53岁的市
民李宝山全副武装后开车出发了。李宝山开的是私家车，在车身左
侧有一张贴纸，上面“致敬白衣天使，爱心车队”的字样格外显眼。他
此行的目的地是唐山市第三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
院。此前，他与一位医务人员已通过网络预约好，义务接对方按时下
班回家。

在全民战“疫”方阵中，李宝山只是古冶区义务接送医务人员“爱
心车队”中的普通一员。1月28日，面临严峻的防控形势，唐山市所
有公交线路暂时停运。29日，古冶区出租车也一律停止运营。两条
消息在古冶陆续发布后，一些家住市里和区内较远地区的医务人员
犯了愁，上下班通勤成了大难题。于是，一支由若干私家车组成的义
务接送天使爱心车队应运而生。

“大疫当前，医务工作者奋战在前线保卫我们平安。作为普通市
民，我们也要尽己所能，做好后勤保障。”李宝山说，工作在古冶三家
较大医院的医务工作人员，都是车队的服务对象。

为了提供精准服务，避免资源浪费，在区团委和古冶区几家医院
领导的帮助下，爱心车队及部分医务人员建起了“义务接送天使”微
信群。每天，有乘车需求的医务人员会在群内说明上下班起止地点、
时间，群内总会有司机回应。目前，“爱心车队”已有爱心司机80余
人，为数十名医务人员提供接送服务。

河北唐山：

自组爱心车队
免费接送抗“疫”天使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艳辉

挑战不期而遇，考验突如其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安徽宣
城行动及时果断、有力有效，有效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来自安徽省卫健委的通报显示：截至2月13日24时，宣城
市累计确诊病例6例，确诊病例数位列安徽省16个地市末位。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了夯实责任强督查，宣城市纪
委监委及时印发《关于严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纪律要求的通知》，明确6条纪律。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专门成
立纪律督查组和7个督导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暗访督查。

疫情发生后，宣城市各类文化娱乐场所、公共文体设施暂停开
放，公众集聚活动一律取消，重点区域及主要道路出入口一律实施体
温测量和检疫检查等措施，暂停全市长途客车、公共交通运营，坚决
切断疫情传播渠道。

同时，宣城市委发出《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一封
信》，号召各级党委、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其中，广德市积极推动社区联合党委发挥作用，通过组建网格
疫情防控冲锋小分队，组织4800余名党员干部通过电话及上门走访
城区13个社区6万余户居民，摸排疫情防控重点信息215条。

全面部署，全体动员，全民参与，构筑了“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
铜墙铁壁。夫妻档、父子兵、娘子军、老党员……在宣城抗“疫”一线，
一个个特殊群体发挥各自所长，共抗疫情。

今年73岁的胡金来是宣城宁国市港口镇凉亭村第三党小组组
长，有着50多年的党龄。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早早起床，背起消毒
喷雾桶走村入户，给村里的公共区域喷洒消毒水。“消毒液是我自己
买的，喷雾桶也是自家的。”胡金来说，作为一名老党员，为大家多做
一点事，是应该的。

从最艰难处准备，朝最好处努力。连日来，宣城市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截
至2月13日上午12时，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704户，复
工率50.3%，上班员工73359人。

从社区到乡村，从机关到企业，责任在传递、爱心在凝聚，宣城市
上下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正汇聚起一股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制胜
力量。

“勤消毒来勤洗手，保持空气更新鲜。
出门必把口罩戴，热闹场合不上前……”自
春节以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
本寨村村民每天都要听上好几遍这样的山
歌。“听多了，我们几乎都会唱了。”村民全
凤仙告诉记者，虽然内容不一样，“但熟悉
的曲调让大家一听就明白”。

在村庄进出口设立的防控卡点，由
村干部、共产党员和志愿者组成的值
勤队，24小时轮流值守。本寨村村委
会主任金柏益说：“村民出入都要登记

量体温。”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安顺市

围绕“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工作目
标，整合多部门力量，动员全社会参与，
取得了较好效果。截至2月13日24时，
该市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例，实现了连续
多日无新增确诊病例。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安顺市整合公
安、卫健、交通等部门力量，在高速公路
出口、非高速公路道口、火车站、机场等
出入通道设置40个疫情监测检疫点，组

织相关力量24小时值守。截至记者发稿
时，该市共检查人员近42万人、车辆19
万余辆，发现、转送发热人员269人。

对在当地从业或本地外出返岗人
员，安顺市在采取体温监测、信息登记
与轨迹核查等措施的同时，还加强与其
所在社区、工作单位的联动，落实隔离
措施并动态掌握情况，对发现发热、咳
嗽、乏力等症状的人员及时送往定点医
院诊治。

安顺市西秀区茶城小区原本有6个出

入口可供进出，在疫情防控中，社区居委
会根据小区实际情况制定了出入口封闭管
理方案，仅留出一个临街出入口供居民和
车辆通行，由居委会组织人员值守。居民
表示：“虽然进出没有以前方便了，但为
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能理解。”

同时，安顺市2018年以来选拔的479
名“兵支书”退役不褪色，发挥其熟悉当地
情况的优势，成为疫情防控一线的主力。
该市平坝区白云镇郝下村“兵支书”卢海平
主动带头，与返乡及外来人员沟通交流，动
员他们居家隔离。同时，卢海平还积极帮
助村民和居家隔离观察人员采购生活物
资，成了随叫随到的“快递小哥”。

安顺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是疫情
防控工作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我们将采取
更加科学的举措，外防输入堵增量，内防
扩散减存量，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

安徽宣城：

各展所长共抗“疫”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文 晶 通讯员 杜 霖

贵州安顺：

外防输入堵增量 内防扩散减存量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河北石家庄：

用活大数据筑牢阻击线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郝子朔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的身影，我们社区开展工作就有
了主心骨，群众也吃下了‘定心丸’，我
们有信心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山西省
阳泉市矿区赛鱼街道如意庄社区党支部书
记王小玲口中的“他们”正是这几日奋战
在一线的矿区党员干部。

为应对疫情，从2月4日起，矿区区
委组织部就采取“一社区一干部”的方
法，选派44名科级干部深入疫情防控一
线蹲点工作。为进一步加大基层防控力
度，2月10日，矿区区委组织部决定变

“一社区一干部”为一个单位包保一社区
（村），蹲点指导范围由原来的44个社区
扩展到全区62个行政村和社区。

樊雯是矿区人社局一名年轻干部，也
是一名党员。2月12日8点，她和局领导
一起准时到单位包保的赛鱼街道如意庄社
区报到，她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社区落实好
各项防控措施。到岗后，樊雯马上进入角
色，拿起“小喇叭”开始在辖区“转
悠”。看到不戴口罩的居民，她会上前提
醒“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同时，她还
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在设卡处对外来车

辆和人员实行核验和问询登记。
连日来，像樊雯一样，每天在防控一线

蹲点的矿区党员干部达到124名，每两人
一组，协助村、社区原有力量，做好疫情监
测、防控宣传、人员摸排等工作。“我们会积
极配合社区，认真开展工作，冲锋在前、勇
挑重担，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樊雯说。

疫情面前有党员，党员面前无困难。
防控工作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
的重大考验。疫情阻击战一开始，阳泉市
及时发出了《关于充分发挥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
范作用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把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引领全市人
民群众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攻坚战。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从疫情暴发初期就发现确诊
人员，到近期连续零增长。面对疫情，阳
泉党员在病毒和群众之间筑起了一道道隔
离“墙”，严防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山西阳泉：

党员带头建起“防疫墙”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上图 安徽宣城郎溪县

执勤人员正在做日常消毒

工作。

李森亮摄（中经视觉）

右图 贵州省安顺市多

部门联合在高速公路出口设

置疫情防控卡点。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河北
省石家庄市依托信息化技术，利用大数
据分析手段，开展摸排登记、民生保障
等工作，实现了精准分析研判、精准服
务决策、精准督察交办，为提升疫情防
控工作效能提供智能化支撑。2月11日
至13日，石家庄市连续3天无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疫情发生以来，石家庄市整合全市
医疗力量，确定了56家发热门诊向社
会公布，在定点医院石家庄市五院成立
190人的一线医疗救治分队，按照“一
人一团队、一人一方案”原则，全力收
治救治病人，密切观察病情变化，确保
患者得到有效救治。目前，石家庄市已
有7例患者治愈出院。

在疫情防控中，石家庄市利用大
数据平台核查确认涉疫情人员，比
对铁路、旅店等关系数据，向卫健
部门推送人员数据近 4 万条；排查
确认重点疫区返石车辆 1010 辆、司
乘人员 1803 名，并全天候对重点区
域 和 交 通 卡 口 防 控 情 况 开 展 视 频
巡查。

同时，石家庄市利用生活必需品市
场监测系统和批发市场定点监测直报数
据，实时掌握生活必需品货源供给情况
及市场供求变化，各大药房也开通线上
预约购买口罩服务，确保市民生活必需
品和防疫物资价格稳定、货源充足。石
家庄市部分城区还推出“半官方”平价
果蔬保障配送机制，实行“不接触”
服务。

为做好疫情监测工作，石家庄市
疾控中心成立了 10 支流行病学调查
队伍，按照“分区、驻区、备勤”原
则，指导责任区域的流调工作，并第
一时间成立检测分队，迅速检测化验
病人标本，实现实验室 24 小时连续
不间断工作，确保第一时间拿出检测
结果。

以大数据为支撑，石家庄市启动网
格化力量，由基层党员干部、楼组长等
组成的网格员队伍盯守在全市10338个
网格上，排查检测，喷杀消毒。同时，
石家庄市已在汽车客运站、火车客运站
全部配备全自动红外线体温检测仪102
台，站点覆盖率100%。

“眼下疫情防控到了最要紧的关键时刻，俺也帮不上啥大忙，
家中有一台消毒烟雾机，今天特地带来捐给村里。”2月7日一大
早，家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柳泉村沟西九组的权民来到村
委会大院，见到正在值班的村党支部书记郑瑞成，开门见山地说明
自己的来意。

权民说，4年前他向村里申请，在自家承包田里建起了规模化养
猪场。在一次养殖大户的信息交流中，得知市场上有一款烟雾机，可
以用于大面积消毒，特别适用养殖场消毒。很快，他在网上花了
3000多元钱买回了一台烟雾机和两套一次性防护服，留着应急备
用。现在，这台烟雾机他们家暂时用不上，村里疫情防控这么紧张，
急需大型现代化消毒装备。“这两天，俺两口子一直在合计这事儿，今
天来把它捐了！”

今年春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柳泉镇、村、组三级党
组织高度重视，为最大限度地消除病毒入侵，村里购买了消毒液用于
喷洒。有心的权民，在给疫情隔离检查点架设临时用电时，看到村里
的老式喷雾器喷洒消毒液费时费力不说，效果还不好，他便想到捐赠
自家闲置的水雾烟雾两用消毒机。

捐赠交接后，权民很快来了一个现场演示，只见他麻利地将水和
消毒液装进烟雾机，左手按住机身，右手拉起引擎开关。“突…突…突
…”一股带着消毒液的白色水雾跟随他的步伐，飞向各个角落。看着
权民的精彩演示，村委会主任魏东华开心地说：“这下可好了，有了这
台杀毒王，村民的健康又可以加一层保险了。”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柳泉村:

“咱村有了杀毒王”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山东枣庄峄城区吴林街道涝滩居代办员在查看居民微信“订
单”。 赵 峰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