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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小区保安宁

连线基层

战疫故事
舆论关注

我们家的“逆行者”

现场目击

“同志，给我量下体温吧！”看到
驻守小区防控组的同志们日夜坚
守，小区群众由刚开始的不适应卡
点检测，已经变成积极主动要求检
测了。

2月 7日，原阳县纪委监委、县
委巡察办分包县五金公司家属楼的
消息不胫而走，半天时间几十名纪
检监察、巡察干部递交请战书，最终
9人组成的驻守小区防控组成立。

该小区是老旧小区，没有大
门。面对这种状况，防控组一方面
逐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使大家认
清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一方面积
极向小区所在地政府反映情况，经
过协调很快为小区安装了大门。

“军波、广久，你们看，这一户排

查登记，为啥只有 4个老人？”防控
组老孙一边查看着小区人员排查登
记台账，一边询问。经了解，这家住
户婆媳关系不好，在排查登记时，婆
婆未报儿子儿媳的信息。老孙主动
提出去做这家的思想工作，通过几
次交谈，终于缓解了这家的家庭矛
盾，婆婆不再和儿媳较真，亲自到卡
点填报了儿子儿媳信息。

防控组中，两个 60后，两个 90
后，其余是70后80后。每天早上，大
家轮流在小区门口打扫卫生；到了消
毒时，年轻同志争着背药壶；宣传防
疫知识时，大家一起爬楼梯、发宣传
页；晚上值班为了防止打瞌睡，老同
志就讲防治“非典”时的经历，让年
轻同志增长见识。3 （徐杨）

“爬上爬下喷雾消毒，不辛苦。
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干这些活
儿，就当锻炼身体了。能为小区群
众服务，为大家干点实事，我觉得很
有存在感。”2月 28日上午，正在忙
碌的 63 岁的灵宝市纪委退休干部
崔学军说。

连着一个来月，崔学军一直承担
着自己所在的亚武小区原纪委家属
院各楼栋的消毒工作，每天两次，从
未间断。清早7点一起床，他就匆匆
洗漱，走进洗手间开始配置消毒液，
做好消毒喷雾准备工作，7点半走出
家门，开始爬楼梯喷雾消毒。约20公
斤重的喷雾器背在他肩上，让他爬楼
上下显得有些吃力，但他仍然一丝不
苟地尽可能将药液覆盖到楼道间的
每一个角落。三个楼道的消毒，外加
院落消毒，每次得半个多小时，随后

他还要对垃圾桶消毒。
崔学军说：“从 1月 29日起，我

开始喷洒消毒。之前，都是单位的
同事大老远专程赶来干这事儿，不
仅耽误工作，还很不方便，也不安
全。我在这楼上住，方便，就承担起
了喷洒消毒的工作，他们上班比较
忙，就不用来回跑了。”看到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崔学军就想着如何能
为战“疫”做点事儿。“这几天，疫情
防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我
们还不能掉以轻心呀。必须坚持到
战‘疫’胜利的那一天！”

看着这位战“疫”老兵整天在院
里忙碌，居民们纷纷在小区的微信
群里为他点赞。每天忙完，崔学军
就地坐在花坛边歇息。他见人总是
面带微笑地说：“疫情总会过去的，
春天很快就来了。”3 （李均友）

“双军，给你送的生活用品放在
门口了，还缺啥，你给我打电话啊。”
2月 28日下午，在伊川县鸦岭镇康
庄村脱贫户袁双军家门口，村医康
伊萍和往常一样，来给他一家五口
人送挂面和蔬菜。而这些开支，全
都是由康伊萍自掏腰包。

今年30多岁的康伊萍，自2001
年进入康庄村卫生所任乡村医生，始
终把村民当成自己的亲人，赢得了村
民们的信赖。2015年她任卫生所所
长，2016年、2017年卫生所两度被县
卫健委评为“先进村卫生所”，她本人
也被评为2018年“模范乡村医生”。

2020年的这个春节，康伊萍和
卫生所其他村医全身心投入到战

“疫”中。全村 762户 2985名群众，
其中外地返村群众占 66 户 85 人。
为了搞好疫情防控，她自己出钱购

买喷壶、消毒液、电子温度计、口罩、
酒精等送到村口防疫监测点。

入户排查返乡人员时，康伊萍
坚持做到每天给隔离者进行两次测
量体温、两次垃圾消毒处理。在做
好被隔离群众医学观察工作的同
时，还主动添加他们的微信、做好心
理疏导工作，获得被隔离群众的信
任与配合。

51岁的袁双军，因为女儿从外
地回村，全家 5 口人实行隔离观
察。康伊萍自己出线给他家购买挂
面、蔬菜、大米等送上门，并嘱咐他
们有啥困难跟自己说。

袁双军每天给她发微信表示感
谢。康伊萍却说：“我不仅是你们的
签约医生，同时更是你们的亲人，咱
这是为自己家人着想，也是为全村
人着想。”3 （葛高远 沈会峰）

阳春三月，又到了植树季节。
杨树种苗市场开始火爆起来，平原
农区广大农民自发栽植杨树的积极
性空前高涨，杨树苗木的价格也一
路飙升。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目前
杨树种苗市场也隐藏着一定的杨絮
治理隐患，有待解决。

作为周口市无絮杨柳协会的成
员，我对此比较担忧。杨絮其实就
是杨树种子上附属的白色长毛，杨
树是雌雄异株，只有成熟的雌株才
会在春夏之交飘絮。眼下，市场上
销售的杨树种苗，大多都是杨树雌
性品种。这样的话，树苗栽植几年

后，就会大量飘絮。市场上尽管有
优良的杨树雄性品种，即无絮杨，但
由于其价格偏高，农民往往在购买
时还是选择有絮杨品种。结果带来
的更大问题是，大量有絮杨种条充斥
市场，农民购买后自行繁育，来年有
絮杨的面积就会更大，进而导致杨絮
治理难度不断加大。

为此，呼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
增强对杨絮治理的关注度，加强杨树
种苗市场的监管，采取有效措施限制
有絮杨种苗的交易，特别是有絮杨树
种条交易，逐渐减少和杜绝杨絮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3 （叶艳涛）

2月 7日，“基层之声”版以“我们的抗疫春节”为
大标题，从不同角度报道了我省各地抗击疫情的战
斗场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基层一线广大干部群众
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这组报道，非常具有实效性、
代表性、针对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了强大
信心和动力，为决胜战“疫”吹响了冲锋号。

认真阅读，无论哪篇报道都写得实实在在，非
常直观，没有曲里拐弯、绕来绕去、难以让人看懂的
感觉，而是一目了然、朴实自然。6篇报道的标题，
全是七个字，手法巧妙，独具匠心，通俗易懂，给读
者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当下难以忘却，
就是多年以后，只要提起也会记忆犹新，让人不禁
想起来2020年春节发生的事情。

《奔赴战疫最前沿》，折射出多少医护工作者舍

生忘死、奋不顾身、逆风而行的大无畏精神。《戴着口
罩忙春耕》，无疑是件稀罕事，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情景。一只小小的口罩，反映出人们抗击疫情、不
忘生产的毅力和信心。《村里又闻喇叭声》，题目非常
亮眼。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沉睡多年的大喇叭
如今在防控疫情的战斗中重新响起。另外，还有《我
与村民战疫情》《宅在微信朋友圈》《守住社区大后
方》等报道，也都非常生动，十分感人。

由于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我们的日常生活才过得平稳有序。
而这组报道的刊发，可以说正当其时。因为她说出
了广大读者期盼已久的心声，鼓舞了人民群众战胜
疫情的斗志。3 （乔承祖）

今年春耕，农民兄弟最头疼的是疫情冲击和干扰，
由于疫情影响，不少种粮大户和果农、菜农不敢雇人帮
忙，有的加倍付工钱也招不到人。加之运输物流不畅，
农资交易受阻，农产品一时处于买难卖难状况。

好在互联网助了一臂之力，许多农民足不出户，就
完成了春耕备耕任务。农民可以通过网络电商及时买
到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农资产品；利用专家在线看
田，提供种植信息和管理技术；不少农民还用手机上的
APP进行“视频种地”“无接触种地”，宅在家中就完成
了备耕。这样，既减少了扎堆干活可能带来的传染风
险，又有效提高了春耕生产效率。

疫情是灾难，战“疫”却使农民提高了应对本领。比
如，破解农资流通不畅问题，建立农资点对点供应，农
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根据农民需求有组织有计划地进
行定量生产、集中采购、统一供应、送货到家。为避免人
员聚集产生的风险，利用机械作业替代人工作业。农田
喷洒农药用遥控植保无人机，只需一两个人穿好专业防
护服、佩戴防护口罩即可完成，既省工、省时、省力，又能
做到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两不误。3 （许贵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口罩、消毒液等防控必需
品成了大众的抢手货。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打
起了防疫用品的主意，利用网络平台、手机微信编造虚
假信息进行诈骗。

虽然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渐渐好转，但口罩、消
毒液等疫情防控必需品仍然是香饽饽。正因如此，不
法之徒抓住群众急于求购的心理，屡屡实施网络诈骗
违法犯罪活动。骗子的诈骗犯罪行为之所以能够屡屡
得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害者的安全防范意识不
强，才给骗子可乘之机。

防范利用抗疫用品实施网络诈骗，不但要加大打
击力度，保障抗疫期间移动互联网安全，让消费者安全
网购，还要加强网络诈骗防范宣传教育。利用电视、微
信等媒体、媒介，提醒广大群众在网购医用口罩、酒精、
消毒液时，一定要通过正规购物网站，严格按照正规网
站购物流程操作，不要随意点击支付、低价促销等链
接。收到类似转账、提供验证码等信息时，要提高警
惕，别随意给陌生人转账，一旦被骗，及时拨打 110或
到就近公安机关报案。此外，还应以网络诈骗典型案
例为教材，利用多种宣传渠道有针对性地对广大群众
进行宣传。

唯此，才能不断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让骗子面对
群众的高强“免疫力”望而却步、无从下手。3（钟长顺）

战“疫”老兵好样的

是村医更是亲人

无絮杨何时唱主角
来函照登

□本报通讯员 刁士展

我妻子是郑州市食药监管系统一
名基层工作人员，她所在的辖区人口密
集，流动性大，食品药品监管任务繁重。
因此，她平时工作紧张而忙碌，非常期盼
春节假期。节前，我们就商量如何过好
春节这个小长假。可是计划赶不上变
化，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

老家年迈的父母好久没见到孙子
了，一直盼着我们三口早点回去，节前
的十多天，几乎一天一个电话催促。我
和孩子早已放假，就等着还在上班的妻
子了。好不容易等到腊月二十九的晚
上，下班回来的妻子却不好意思地告诉
我：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三正好轮到自己
值班，过年了，人家都想回家，不好意思
跟同事调换。就这样，回老家过年的计
划不得不放弃！

大年初一，妻子在家休息不到半
天，与其说是休息，倒不如说是在家办
公。她的手机的响声几乎没有停过，联
系的内容大致是辖区内餐饮单位是否
存在非法售卖野生动物行为，活禽宰杀
场所是否全部关停，药店防疫用品是否
存在假冒伪劣等等。不到中午，妻子接
到单位的紧急通知：初二开始，照常上
班。疫情当前，工作为重！

初二一早，妻子匆匆赶到单位，工
作强度要比平时和想象的大很多。她
每天早出晚归，根本没时间顾家。随着
疫情防控升级，市内公共交通受限，她
必须起早赶公交车，下车后再走几十分
钟到单位。到单位后就要赶快下到辖
区，巡查摸排重点食品药品流通单位、
严防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扰乱社会秩
序的违法行为，确保防疫用品和居民生
活必需品的质量安全、价格稳定。

防控期间，大小饭店都关停了。她
工作忙起来，时常错过单位午餐供应时
间。一旦错过，就只能吃自己从家带的
小面包或啃块方便面，等晚上回到家，
才能饱餐一顿。

一天上午，妻子在对沿街门店进行
疫情排查时，发现一家医药零售超市内
陈列药品的货柜及橱窗上，处方药与非
处方药、内服药与外用药混合摆放，十
分凌乱，且布满灰尘，严重违反了药品
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且店主的爱人
未佩戴口罩，当即要求他们整改！

这时店主的爱人立即发飙起来，怒
吼着说，管得太多、管得太严。但妻子
非常镇静地劝解：“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你不戴口罩，药店里人来人往，万一被感
染，你这店还咋开，谁还敢来买药？”接着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药品不同别的东

西，这么混乱地摆放，万一拿错了，你能
负起这个责任吗？”

店主被我妻子的劝解深深打动，赔
着不是说要立马整改。事后妻子了解
到，店主的爱人这段时间生病了，同时
店主为了扩大店面规模又借了外债，所
以他的爱人压力很大。店员们都回家
过年了，只剩他俩在店里，由于忙不过
来，就没有按规定经营。当天下午，这
家药店就按要求整改到位。

妻子对我说：“换位思考，我很理解
他们的难处和不易。但食品药品关系
到人的性命，不能有丝毫差错，来不得
半点大意！”

2 月 5 日，郑州普降大雪，雪花飘
洒，漫天飞扬，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
才停。尽管寒冷的天气未能阻挡住她
工作的热情，但厚厚的积雪却给她的工
作带来诸多不便。由于长时间在雪地
行走和站立，冰冷的雪水浸透了她的棉
靴，可她依然强忍着，从上午一直坚持
到晚上下班到家。

打开家门的那一刻，只见她脸颊冻
得红肿，双手僵直冰冷，全身瑟瑟发
抖。我赶紧给她倒了一壶热水，又立即
给她熬了一碗姜汤。连日来，由于工作
强度很大，加之天气寒冷，她整个人身
心交瘁。看着她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心

疼不已：“十多天没咋休息，明天要不请
假，你在家歇歇？”“都可想歇一歇呀！
这个时候，如果工作人员都去歇了，谁
来干活？”停顿一下之后，她变得理直气
壮起来：“我们都歇了，你们能安心在家
里歇着？能在家放心地吃到这热乎乎
的饭菜？其实有许多工作人员比我们
还辛苦！”我无言以对。

也就是在此刻，在黑夜的灯光下，
我突然间觉得，她胸前佩戴的党徽是多
么地熠熠生辉，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第二天早上，静寂的小区里空空荡
荡，很多人还在熟睡，而我妻子已经顶
着瑟瑟寒风，匆匆向单位赶去。我明
白，她新的一天的战“疫”，又开始了！

危难时刻见真情！正是有着千千
万万个像我妻子一样的她们和他们，
奋不顾身地奋战在抗疫一线，不惧困
难，不畏病毒，用生命守护着大家的健
康，才有了我们的生活平安，有疫无
忧。

由于工作不同或其他原因，我们不
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但我们在后方
完全可以做到全力支持他们，用我们每
个人特有的方式，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
的力量，让前方的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
忧，安心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直
到胜利。3

战“疫”倒逼农民提高本领

网络诈骗防范亟待加强

决胜战“疫”的冲锋号
编读往来

2月 27日，襄城县范湖乡专门开辟绿色通道,采取多部门联合办公的形式，积极为外出务工人员办理
健康证明，助力企业复工复产。3 古国凡 李卫权 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李瑶

随着局机关党委发出号召，征集
党员志愿者参加疫情防控，国家税务
总局平顶山市湛河区税务局的党员纷
纷响应，报名信息迅速“刷屏”微信
群。为了满足疫情防控需要，又尽量
减少人员流动，湛河区税务局选出了
12名党员志愿者。从大年初一至今，
这12名同志就在家属院轮流值守，他
们亲手插在疫情防控点上的党旗依然
飘扬着。

哪里有需要，党旗就在哪里飘
扬。党员志愿者队伍闻令而动，冲锋
在前，担负着家属院 112户、352口人
的宣传劝阻、人员调查、测量体温、喷
洒消毒液和生活保障等工作。这道坚
强的防线，保障了家属院一个月来全

员疫情“零发生”。
机关党委副书记王晓飞，每天完

成单位的工作后，就来防控点帮助防
控人员补充防疫用品，到饭点时来换
同事去吃饭；陈卫东与在医院上班的
爱人携手战“疫”，一个在前冲锋，一个
守护后方；无暇顾及小孙女的田爱国
在防控点发光发热；张玉娥每天值完
勤后，再回去照顾身体不好的爱人；杨
敏更是不顾身体较弱，坚决参与疫情
防控……

天气寒冷，大家都穿上了防寒服，
戴上了大棉帽，冷了就捧着热水杯，站
起来跺跺脚。2月 24日，平顶山市全
市范围内解除了居民小区封闭管理，
但为了让群众更有安全感，他们仍坚
守在岗位上。

除了本单位的防疫点，区局党员
志愿者还活跃在其他地方，将党旗插

遍各个阵地。刘东林在负责本单位消
毒杀菌、后勤保障的同时，向所在社区
党支部报名参加党员志愿者突击队；
贾鹏主动承担办公室值班的重任，
由 于 单 位 食 堂 和 外 部 餐 馆 没 有开
放，他连续多日以方便面和火腿肠为
食……他们还向坚守在牛庄村防控
一线的南环路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无
法外出的村民送去了米、面、油等日
常必需品，并积极响应号召纷纷捐款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一份份“税务温
度”让战斗在前线的同志倍感温暖，也
坚定了他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
心和决心。

战“疫”尚未结束，平顶山市湛河
区税务局党员志愿者仍坚守在疫情一
线，用担当作为践行初心与使命，让
党旗在防控疫情第一线高高飘扬，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税务力量。

平顶山市湛河区税务局

战“ 疫 ”一 线 党 旗 飘

自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管城区
陇海马路街道党工委坚持全员上岗，
全民上阵，织密“三张网”，做到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

织密“闭环管理网”。针对该辖区
无主管楼院出入口多、独楼院多、流动
人口多现象，采取“大站+小点”的模
式，设置 6个道路服务站和 50个楼院
服务点，形成闭合防控区域。依托网
格采取“六包一”工作模式，结合大数
据，对重点地区返郑人员进行拉网式

排查。同时运用人员信息采集系统、
二维码双智能技术，提高记录效率，规
避人员聚集、接触风险。

织密“群防群控网”。积极发动党
员志愿者、基干民兵等多方力量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中。发布召回令，设立
退役军人临时党支部。招募党员志愿
者 200余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积极参与信息登记、入户排查等防控
工作。发动辖区非公企业、社会组织
等捐款、捐物共同助力抗“疫”。

织密“温情服务网”。设置 13 个
小区临时卖菜点，并主动联系居家隔
离人员做好生活物资供给及心理疏导
等服务，做到隔疫情不隔爱。制作五
色居家服务卡，用“五色”管理服务不
同人群。在辖区无主管楼院内配置电
子闭门器，做到 24小时动态监管。运
用“机关+企业+社区”多方携手建立
联防联控体系，线上线下贴身代办，确
保复工复产平稳有序。

(张茹）

渑池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用 纪 律 压 实 防 控 责 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渑

池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动履责，用
纪律夯实防控坚固堡垒，确保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该中心明纪在前，主动邀请渑池
县纪委监委派驻卫健委纪检监察组严

明战时纪律，避免敷衍塞责等有损疫
情防控工作的行为。在疫情防控“三
重一大”事项上主动接受派驻纪检监
察组监督，明确物资管理发放、值班值
岗等纪律，通过网络转发疫情防控典
型案例警示教育干部职工。截至目

前，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 271人，采集
送检样本 19次 71人次(份)，检测体温
3.9万人，发放宣传资料9万多份，开展
复工复产企业事业单位等防疫知识培
训 97次，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了坚强保障。 （关云天 王峰 郭帅）

织密“三张网”防控服务“两手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