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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
面南朝鲜首都师“白虎团”团旗见证
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其背
后的故事被改编为现代京剧《奇袭白
虎团》和电影《奇袭》，其中主人公“严
伟才”的原型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
级战斗英雄杨育才。

杨育才，1926年生于陕西勉县定
军山镇杨家山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
庭，1949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
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3年7月金城战役打响，杨育才
奉命率小分队执行“虎口拔牙”——突
袭南朝鲜军精锐部队首都师第1团“白
虎团”团部任务。13日晚，他乔装成“美
国顾问”，12名侦察员化装成护送“顾
问”的敌军，直插敌纵深。他们冒着敌
军密集的炮火，沿着侦察路线插入敌军
高地。在行军途中，杨育才抓住一个落
单的敌军士兵，巧妙获知了敌军的联络
口令，并顺利通过敌人几道岗哨盘查。

进入“白虎团”团部驻地时，小分
队被停在公路上的敌军首都师机甲

团第 2营车队阻隔。杨育才果断指
挥袭击，趁敌人慌乱之机，冲过公路，
直扑“白虎团”团部二青洞。杨育才
指挥小分队三个组分头作战，冲进敌
警卫室、会议室，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仅用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毙伤敌
机甲团团长以下 97人，俘敌军事科
长、榴炮营副营长等 19人，缴获李承
晚亲自授予“白虎团”的“优胜”虎头
旗，圆满完成突袭任务，为金城反击
战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3年 10月 13日，中国人民志
愿军领导机关为杨育才记特等功，
1954 年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
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也授予杨育才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
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杨育才历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副参谋
长、副师长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九、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9
年 5月 26日在北京病逝。

吴良珠，生前系安徽省军区安庆
军分区驾驶员。1998 年，他随部队
抗击特大洪水。从投入抗洪抢险到
病倒住院的 50多天里，吴良珠用生
命的全部力量，模范践行了党赋予的
光荣使命，恪守了一名军人的神圣职
责，他始终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
钢铁意志，与洪水展开殊死搏斗，用
生命谱写了一曲革命军人勇于牺牲、
勇于奉献的壮歌。

1998 年夏，长江流域遭遇了百
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皖江抗洪形势
严峻。6 月，吴良珠参加紧张的防
汛工作，开汽车、垒堰堤、堵渗漏、背
沙袋……由于过度劳累，他昏倒在
大堤上。8月中旬，腹部连续剧痛的
吴良珠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当医
院为吴良珠实施腹部手术时，发现
他患上了晚期肝癌，癌细胞已扩散。

后来，虽经各级全力抢救，与病
魔斗争 70天的吴良珠最终病逝，时
年 26岁。他抱病参加抗洪抢险的事
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广大军民以
吴良珠为学习楷模争相传颂，广泛掀

起了向英雄学习的热潮。
共青团安徽省委授予他“安徽省

优秀青年”称号，原南京军区党委做出
开展向吴良珠学习活动的决定，中央
军委授予他“抗洪钢铁战士”荣誉称号。

如同历史上诸多英模人物一样，
吴良珠虽然生命短暂，却名垂青史：
他拖着病体，在抗洪抢险第一线战斗
了近两个月时间；家乡遭受严重水
灾、父母年迈体弱无人照顾的情况
下，他 4次过家门而不入，仍日夜坚
守在抗洪大堤上。即便多次昏倒在
大堤上，他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毅
力坚持抗洪。他那种视死如归的精
神，彰显了一名军人对党、国家和人
民的满腔赤诚。

英雄远行后，安庆军民自觉争当
“吴良珠精神”传人，驻地部队、学校
纷纷挂起了吴良珠画像；为了深切缅
怀英烈，望江县委、县政府将当地一
所小学更名为“吴良珠小学”；每逢重
大节日，党政干部、部队官兵和广大
群众，都会前往安庆莲湖公园吴良珠
雕像前瞻仰学习。

“警察同志，我要举报，有人贩卖
假币，地点在‘阿吉仔’酒楼 304 包
厢，金额高达8万余元！”

情况紧急，接到举报的傅敏超当
机立断，决定带领 6名队友乔装赶赴
现场侦查。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
出警。1998年 10月 23日，傅敏超再
也没能回到队伍中。

傅敏超出生于 1963年，1986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 年参军
入伍，1995 年转业进入公安队伍。
出警时，他是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
局东湖刑警中队中队长，二级警司
警衔。

当天 15 时许，化装成买主的两
名民警出现在“阿吉仔”酒楼 304室，
与犯罪嫌疑人黄某华等3人接头。

一番讨价还价后，黄某华拿出厚
厚一叠假钞，准备成交。

鱼已上钩，民警向守候在楼下的
傅敏超发出行动信号，傅敏超与一名
队友立即上楼，另外两人则就地守
候，见机行事。

他们瞄准时机冲入室内，一位民
警顺势擒住黄某华，反手将其按倒在
地，其他 3人合力铐住另外两名犯罪
嫌疑人，来了个人赃俱获。

此时，被按在地上的黄某华仍疯

狂挣扎，他面露凶光，突然抽出一把
匕首，朝眼前民警胸、背和手臂上连
刺4刀，伤口顿时鲜血直流。

随后，黄某华翻身爬起，像失控
的野兽般挥着匕首朝民警冲去。

“小心！”傅敏超大喊一声提醒队
友，一边躬身扑向凶犯，试图再次将
其制服。

只听一声闷响，匕首深深插进了
傅敏超的后背。为保护队友不受伤
害，傅敏超强忍剧痛，将黄某华拦腰
死死抱住。

走投无路的歹徒又疯狂朝他肩
部和额头连刺两刀。

在傅敏超的有力牵制下，其他几
位民警合力夺走黄某华手中的匕首，
成功控制了歹徒。这次行动成功抓
获 3名犯罪嫌疑人，当场缴获假币 8
万余元。浑身是血的傅敏超却倒在
血泊中。

救护车一路疾驰，将傅敏超送
往医院抢救。由于插入背部的匕首
已伤及心脏，医护人员最终没能从
死神手中夺回傅敏超年轻的生命，
他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 35
岁。

1999年傅敏超被追授为全国公
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革命烈士、优
秀共产党员。

1999年 5月 27日，年仅 25岁的
公安干警芦振龙在传唤犯罪嫌疑人
魏某时，遭遇暴力抗法，英勇搏斗中，
他身中 21刀，最终抢救无效壮烈牺
牲。同年 6月，公安部追授芦振龙为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1973 年，芦振龙出生于山东聊
城，1998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
进入重庆市公安局高新区公安处（后
并入九龙坡区公安分局）石桥铺派出
所任户籍民警。

1999 年 5 月 27 日，芦振龙到他
管辖的兰花村传唤前一晚聚众赌
博、持械斗殴的嫌疑人魏某。下午 6
时 35 分，他来到魏某回家必经的路
口等候。10 分钟后，魏某驾驶一辆
黑色摩托车出现在路口，看见民警，
魏某慌忙弃车而逃，芦振龙立即奋
勇直追。魏某随即钻进了附近的一
条僻静小巷，芦振龙追进小巷 200米
处，眼看就要逮住魏某，没料到身后
突然窜出 6个手持尖刀的年轻人，他
们正是魏某犯罪团伙的另外几名骨
干成员。

面对 7名亡命徒，芦振龙凛然不
惧：“我是派出所户籍民警，我依法传
讯魏某，你们不要乱来！”这伙歹徒壮
着胆子嚷道：“你独身一人，还敢跟我
们对抗，今天要你服气！”说着便举刀

朝芦振龙砍去，芦振龙虽抓住前面一
个歹徒，但侧面的歹徒一刀砍中了他
的前额，鲜血喷溅而出。

此时的芦振龙努力睁开被热血
蒙住的眼睛，他用左手抓住歹徒的利
刃，与歹徒英勇搏斗。这时，又一歹
徒挥起尖刀朝芦振龙刺去……

歹徒行凶后仓皇逃窜。附近的村
民们闻讯赶来，将身中21刀的芦振龙送
往医院抢救。5月28日凌晨4时45分，
芦振龙永远停止了呼吸，年仅25岁。

芦振龙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
重庆的山山水水，同年6月 1日清晨，
重庆高新区万人空巷，10余万名群众
戴着白花自发为芦振龙送行。芦振
龙后被公安部追记“一级英模”称号，
重庆市委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2007年 12月，芦振龙的血衣和警官
证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如今，芦振龙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石桥铺派出所被九龙坡公安分局设
定为“情指联动”公安改革试点单位，
依托大数据和信息化科技成果，实现
了刑侦、户籍、治安等数据的互通，带
动了派出所在案件侦破、治安巡防、
服务民生等方面能力的提升。“英雄
虽逝，但他的风骨永远熔铸进了这个
集体中。他的事业，我们要帮他完成
好！”石桥铺派出所所长桑宏伟说。

姚志军，1970年 2月出生，广东
省乐昌县人。1989年 3月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1991年 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2年3月参加公安工作，历任
广东省惠阳市（现惠阳区）公安局特警
队分队长、刑警大队五中队民警。

1998 年 11 月 4 日，惠阳市淡水
镇发生一宗持枪入室抢劫、绑架人质
案。3 名男子持两支手枪，以“查户
口”为名闯入女事主家中，抢走现金
和金银首饰折款共 1.8 万元，并绑走
其5岁的儿子，索要50万元。

案发后，惠阳市公安局立即抽调
了 30 多名刑警组成专案组开展侦
查。姚志军作为专案组成员之一，调
查走访、化装侦察、守候伏击，连续工
作了10多个昼夜。

11月 23日晚，专案组获得情报：
绑匪头目朱某和已潜回淡水镇。据
掌握的线索，疑犯住人民五路某出租
屋，具体哪一间尚不能确定。当晚 9
时，姚志军接到任务：和另一名侦查
员在疑犯藏身处外围进行监控，搜捕
行动定于下半夜进行。

11月 24日凌晨 2时 20分，姚志
军与 6名同事开始清查：两名民警在
楼下监视所有窗户，防止疑犯逃跑，
姚志军等5人上二楼清查。

当清查组清查完楼梯右边出租

房，准备清查楼梯左边出租房时，走在
最后的姚志军突然想起刚查过的一间
出租屋内有一个布制衣柜尚未彻底检
查，返身准备进入该房再次检查。此
时，绑匪朱某和持枪从房内出来，正好
与姚志军打个照面。姚志军即大喊：

“案犯有枪！”一瞬间，疑犯举枪向姚志
军射击，姚志军边退守到楼梯口，边举
枪还击。枪战激烈，疑犯利用姚志军
换弹匣的间隙，冲出房门，夺路而逃。

姚志军边追边喊“案犯跑了”。楼
下守候的两名民警看到两个黑影冲出
后也迅速追赶过去。疑犯拐进旁边的
小巷，边逃边向姚志军开枪。在追捕
过程中，姚志军不幸腿部中弹，在这紧
要关头，他忍着剧痛，紧追了约80米。

这时，姚志军的子弹打光，与绑匪
的距离也只有一步之隔，他没有丝毫犹
豫，猛然扑向绑匪，一把将绑匪摔倒。
高大彪悍的绑匪在拼命挣扎中对姚志
军右胸开了一枪，姚志军再度中弹。

战友们一边组织追捕，一边将姚
志军迅速送往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
过重，抢救无效牺牲。

姚志军牺牲后，中共惠州市委追授
他为优秀共产党员。1998年 12月 7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
称号。1999年10月12日，公安部追授
他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1999年 2月 5日下午，在厦门至
泉州方向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救护车
正在平稳行驶。此行的目的地是江西
萍乡——车上一名重病患者的家乡。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汽车左后
车轮突然爆胎，司机被迫停车进行紧
急换胎抢修。

高速公路上车辆呼啸而过，很有
可能发生事故。见此情况，车上一名
身着警服的人立即下车，走到车后数
米外站定，开始疏导过往车辆，以保
障修车人员和车上病人的安全。

这位民警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
局巡警支队直属大队副大队长张志
民。当天听说队里要护送一名病人
返乡，他主动请缨前往。

在他的示意下，车辆纷纷减速绕
行，抢修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忽

然，一辆三菱吉普车飞驰而来，丝毫
没有减速的迹象，直直地将张志民撞
飞几米远，致其当场牺牲。

张志民1969年出生在福建漳州一
个普通家庭，遇难时年仅30岁。1990
年 8月，他被分配到漳州市公安局工
作，199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警 9年来，张志民工作热情饱
满，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挂在心
上。遇有人求助时，他总会在第一时间
伸出援手。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张志民
始终把为人民服务放在心上，并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真正内涵。

1999年 7月，张志民被福建省人
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同年被公安
部追认为二级英模。

滚滚车轮带走的是张志民的生
命，但他的精神永存人民心间。

当人民群众的生命受到严重威
胁时，他毫不犹豫，勇斗歹徒，用自己
的生命践行了“不畏凶险，挺身而出”
的誓言，他就是原民航重庆管理局公
安局消防科科长周林志。

1948年，周林志出生于四川省蓬
溪县，1969年4月参加公安消防部队，
1971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重
庆市公安消防一中队战士、四中队队
长、江北分局消防科副科长，1990年9
月转业任民航四川管理局公安处民
警、消防科科长，1997年5月任民航重
庆管理局公安局消防科科长。

自1969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周
林志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恪尽职
守，为消防事业呕心沥血，他曾多次被
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1999年 6月 13日 21时 50分，十

余名持刀歹徒在重庆市江北区民航家
属院内调戏妇女，并围攻、殴打前来制
止的民警和保安人员。此时，正生病
在家休息的周林志闻讯后，毫不犹豫
地冲出家门，与其他人一道，赤手空拳
与持刀歹徒展开殊死搏斗。其间，周
林志不幸被一名歹徒刺中腰部，但他
仍强忍剧痛，死死扭住歹徒不放，终因
伤势过重倒在地上，壮烈牺牲，终年51
岁。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
警察大义凛然、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在烈士精神的感召下，重庆市
公安局机场分局秉持“科技强警，信
息化支撑”的理念，努力提高空防安
全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和规范化程
度，为维护重庆机场和空防安全、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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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办公楼的南侧，有一条穿过
市区的河流，名叫“湛河”。20年前，
年仅 38岁的葛汉斌在这条河里，为
抢救落水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葛汉斌，河南省商城县人，汉族，
高中文化。1979年 10月参加工作，
1980 年 7月参加公安工作，1990 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南省平
顶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机动大
队副大队长、大队长，三级警督。

1999年 7月 15日 16时许，平顶
山市天使集团职工陈国民带着女儿
在交警支队附近的河岸游玩，为打捞
女儿的一只鞋子，不慎落入水中。时
值湛河汛期，水位上涨，上游的白龟
山水库正开闸放水，陈国民很快被激
流冲到新华路桥东侧的橡胶拦水坝。

16时 10分，时任交警支队机动
大队大队长葛汉斌接到市公安局
110 指令后，大步冲出办公室，一边
跑一边甩掉身上的衣服，到岸边后纵
身跃入水中，向落水者游去。

在橡胶坝坝底，葛汉斌同激流展

开英勇搏斗，奋力搜寻落水群众。但
他被河里的漩涡卷来卷去，逐渐体力
不支，最终被卷入河底。由于无法靠
近激流中的漩涡，随后赶来的支队民
警和其他救援力量在河两岸扯起长
绳，拉着绳子跳入水中进行搜救。当
葛汉斌被托出水面时，他已经没有了
生命迹象。

“葛队长出生在长江边上，水性
很好。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橡胶坝底
下有漩涡呢？是救人的本能推动着
他义无反顾地跳进河里。”曾和葛汉
斌共事的民警赵彦伟回忆起当时的
场景，“如果他遇到漩涡时及时后撤，
是有生还希望的。但他没有，反而扑
向更深处的漩涡。”

葛汉斌 1980年参加公安工作以
来，一直战斗在交通管理执勤执法第
一线，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严格执
法，为警清廉，创造了一流的工作业
绩，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评
为“河南省优秀人民警察”。1999年
8月 24日，葛汉斌被追授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每年清明节，武汉铁路公安民警
都会来到武汉市九峰革命烈士陵园，
缅怀长眠于此的烈士喻继刚。

喻继刚出生于 1958年，1975年
10 月参加工作，1982 年 3 月参加公
安工作。喻继刚历任武汉铁路公安
处乘警队、汉西车站派出所民警、警
长，是三级警督。

1999年 1月 20日晚9时许，在汉
西站南泥湾道口执行任务时，喻继刚
突然发现一名群众推着自行车钻过
警戒栏杆抢越铁路，这时，长沙至北
京的K2次列车疾驰而来。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之际，他不
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用
力将这名群众推出轨道，自己却被飞
驰的列车撞出 10多米远，因伤势过
重，壮烈牺牲。

自1982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喻
继刚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务，恪
尽职守，默默奉献，严格执法，清正廉
洁，为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利益，
确保一方平安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2 年，喻继刚曾舍身救火被
烧成重伤。他还多次被当时汉西车
站派出所隶属的郑州铁路公安局评
为“先进工作者”和“六佳民警”，荣立
个人二等功 1次，并荣获铁路局劳动
模范称号。

1999年 4月 1日，喻继刚被追授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英雄逝去，但英雄的精神长存。
近年来，武汉铁路公安处多次举行缅
怀喻继刚事迹座谈会，勉励铁路民警
继承烈士遗志，为保卫铁路运输安全
畅通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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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来势凶猛，疫情防控刻不
容缓。自1月25日（大年初一）开始，郑州中
牟县青年路街道开始紧急筹备疫情防控工
作，各个村社、站所立即响应。曾在日产公司
上班的朱书坤和马金修在接到府前街社区书
记王德生的号召后以志愿者的身份当即投入
了疫情防控工作。两位昔日的同事此时携手
抗疫，他们身穿红色马甲，头戴红色帽子，站
在青年路民兵执勤点检测卡口的两旁，耐心

地为过往居民测量体温、监督过往居民扫码
出入，他们用亲切的话语，家常的问候化解
了居民居家隔离的苦闷。朱书坤在防疫工
作中了解武汉防疫各类物资奇缺情况后把
家中积攒的N95口罩共计200个全部捐到
了武汉，希望能尽绵薄之力。这是一场全国
性的“战役”，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党员
志愿者是这场“战役”中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
防疫战线上一道红色的风景线。 (郑怡爽)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鹿邑县纪委
监委立足职责定位，及时对疫情防控监督
工作进行部署，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靠
前监督、精准监督，有力推动各单位各部门
落实疫情防控责任。25个乡镇纪委（纪工
委）每天深入到全县553个行政村每个防疫
卡点，督促全县乡、村党员、干部认真履职
尽责。15个纪检监察派驻机构不定期、不
定时到综合监督部门进行实地走访，确保

全面、实时掌握各单位履职尽责情况。县
纪委监委会同县委督查局组成5个疫情防
控督查组，不定时、不定点对全县各单位、
各疫情防控卡点疫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明
察暗访，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截
至目前，县纪委监委共立案查处疫情防控
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案件6起，给予党政
纪处分16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坚强纪法保障。 （潘向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辉县市人
民检察院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运
用智慧检务建设成果，继上次的远程提
审后，又陆续进行了远程庭审、线上检察
官联席会议，将现代科技与检察业务高度
融合，在战“疫”期间使远程办案成常态
化，确保了疫情防控和检察办案工作两手
抓、两不误。远程提审不间断。“我们是
辉县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现在依法
对你进行讯问，希望你如实回答……”2
月 18日，该院员额检察官通过“三远一
网”远程提审系统，先后对羁押在辉县市
看守所的12案 17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
远程提审。线上讨论“零距离”。为了在

疫情防控期间保证案件依法及时办理，
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许潇海同第二检
察部主任赵庚印、员额检察官孙艳通过
微信视频的方式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研
究讨论案件。“庭审”不“停审”。“现在宣布
开庭”。2月19日上午9时，身处不同地
点的公诉人、法官和被告人通过该院远程
庭审系统进行“面对面”对话。庭审中，公
诉人严格按照庭审流程，通过远程系统
宣读起诉书、发表公诉意见，整个庭审过
程井然有序、视频传输信号稳定、画质清
晰，既保障了检察官、法官和被告人人身
健康安全，同时又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项
诉讼权利。 （裴晓霞 郭庆娟）

近日，汝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召开作风整顿专项活动工作会议，总
结、分析现阶段专项活动开展情况及
存在的问题，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
重点学习及自查自纠，并对下一步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确保专项活动向纵
深推进。一是要与抓学习教育相结

合，增强专项活动的主动性。二是要
与严制度相结合，增强专项活动的针
对性。三是要与惠民生相结合，排查
整改只是手段，提升效能，转变作风才
是最终目的。在整改过程中，以群众
满意为标准，来检验作风再整顿活动
的成效。 （李艳锋）

昔日伙伴 联手抗疫

鹿邑：把监督触角伸向战“疫”一线

作风建设破题开路

战“疫”期间使远程办案成常态化

疫情肆虐伊始，郑州市经开
区祥云办事处迅速行动，建立临
时党支部，设置党员先锋岗，307
名党员活跃在9个村防守线，191
名党员志愿者更是发挥了巨大
作用。他们积极投身防控一线，
分散到该办事处每个村和企业
的进出卡口，24小时值守，对通
过卡口的人员与车辆严格进行
登记、体温测量、病毒消杀，从最
初的人工记录到如今的二维码
验证，更有力有效实现了“外防
输入、内防输出”的目标。

疫情防控期间，该办事处成
立纪委、督查室、社会事务办、组
织办联合督查组，每天由办事处
党工委书记吴晓莉和主任郭浩
宁同时带队分班进行两督查、两
整改。每日下发督查组工作通
报、党员志愿者工作简报、疫情

防控工作简报将每个支部的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晚例
会汇报整改时限。

为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确保疫情防控和春耕
生产两推进、两不误。首先利用
农村大喇叭广泛宣传，引导群众
有序复工，分时下地，分散劳作，
杜绝集聚田间扎堆作业现象。
其次对外出耕作农户严格登记，
出入扫二维码、测体温、为车辆
农具消毒。村干部、党员志愿
者、流动宣传车到田间督导安全
生产，确保春耕人员不聚集；有
序调配农用物资，统一联系集中
耕地、施肥等机械作业。做到疫
情防控与农业农村工作“两手
抓、两不误、两推进”，战胜疫情、
不误农时，为农民增产增收打下
基础。 (李素丽)

严措施强服务 祥云防疫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