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疫”一线 真情篇战“疫”一线 担当篇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崔兴
辉）“人民公安为人民，国有战，战必

胜！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疫情不除，

决不收兵，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这是延津公安的铮铮誓言。1月

31日下午，延津县公安局举行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宣誓仪式，全体党

员、民警辅警代表紧握右拳庄严宣誓：

疫情当前，警察不退，坚决带头履职担

当，提高防护意识，为抗击疫情筑起延

津公安的坚强防线。

伴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不断深

入，以及将会出现的小范围返程高峰，

延津公安始终坚守抗疫一线，广大党

员民警辅警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挺身而出，

冲锋在前，担当尽责，最重的担子抢着

挑，最难的任务抢着干。在全县疫情

最前线，时刻有警徽闪烁；最累的地

方，时刻有党徽在闪耀。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魏国
武）“虽然戎装卸去多年，面对疫情，我

们依然像当年在部队一样，只要群众有

需要，那里就有我们的身影，力所能及

为抗击疫情添力量、作贡献。”2月5日，

新乡县翟坡镇北翟坡村守在一线战

“疫”的退伍军人吕强圣这样告诉记者。

疫情当前，新乡县翟坡镇北翟坡

村退伍军人积极响应号召，纷纷走上

抗“疫”战场，身着荧光绿小马甲，成为

北翟坡村中亮眼的风景线。

赵克五既是退伍军人又是北翟坡

村的村支部书记，他身先士卒，带领本

村疫情防控工作队认真、有序、高效地

完成了各项预防疫情工作。2月2日，

赵克五在村口的监测点度过了他43岁

生日，村民自发在微信群里为他点亮

生日蜡烛，一碗泡面一根火腿，他也吃

得津津有味。

退伍军人吕强圣，作为志愿者队伍

分队队长，他听从指挥，行动果断，带领

队员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综合措施；

退伍军人赵坤是志愿者队伍消毒组的

一员，一辆农用车，一个载满消毒液的

水箱，他披上小马甲，奔波在村内的各

个角落；作为志愿者队伍卡点值班人

员，退伍军人吕书银，换岗以后本该回

家稍做休息，却因为不放心再次从家中

出来巡逻；曾经身为女兵的吕媛，巾帼

不让须眉，加入了志愿者小分队编辑

组，为群众及时提供防疫讯息……

曾经的军人，如今一线的战“疫”

人员，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自愿加入本

村防疫志愿者队伍，勇于担当，退伍不

褪色，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用

自己的绵薄之力贡献力量。

新乡县翟坡镇

退伍军人再战“疫”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卞瑞
峰马啸）“我是乡党委书记，我打冲锋，

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上，全乡疫情防控

工作肯定能做好！”在春节前第一次全

乡新冠肺炎防控大会上，原阳县阳阿

乡党委书记韩军的动员掷地有声。

阳阿乡有4.2万人，39个村党支

部，共产党员1500多名。召开会议、检

查卡点、逐村督导……在疫情中，冲在

前面的都是共产党员。

宋圪垱村党支部书记宋洪省就立

下“军令状”。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

五，他一刻也不离村，带领村干部、党

员日夜坚守，排查、隔离、消毒、看护，

他冲在前沿，守在一线，家人在县城揪

心的守望，他却硬着头皮不回家。

小吴寨村共产党员刘兆堂今年已

经80岁，正月初一下午，刘兆堂第一个

申请到防控卡点值班，并在村内当起

了义务宣传员，告诫大家“少出门、戴

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居家隔离是正

宗”。

梁寨村贫困户栾红伟腿脚不便，但

他却一瘸一拐行动在值班卡点上，出入

登记、测量体温，做得有模有样。“国家

对我好，该做贡献时不能少了俺！”

韩军：是党员跟我上

“刘涛，热水好了，面给你泡上了

啊。”“好的，让我给这辆车消消毒。”这

是2月5日中午，在获嘉县黄堤镇张翟

庄村疫情防控卡点，镇机关干部马文

森和刘涛一段普通的对话。这已经是

他们连续值守卡点的第10天了。

1月29日，按照上级要求，为保障

全村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黄堤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对张

翟庄村实行全面封村，村口防控卡点

严禁人员和车辆出入。得知消息，马

文森、刘涛主动请缨，要求24小时值

守在张翟庄。这时，“兄弟俩”从县直

单位下沉到基层一线还不到半年。

外来人员劝返、消毒、防控知识宣

讲……卡点值班工作复杂且枯燥。“固

执”的马文森和刘涛却依然坚守在工

作岗位，连续作战，不分昼夜，严把防

控卡点，认真对过往车辆登记消毒，不

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最开始的几天，还没完善的防控

指挥体系，各种情况也没有明确的处置

流程，所以疫情防控工作显得尤为困

难。”马文森说，“刚封村的前两天，我们

每天会接到几十个工作电话，有咨询问

题的、有需要协调的、有反应情况的，这

两天事情都捋顺了，我俩干起来得心应

手。”被风吹了几天的脸上，腼腆的笑容

露出了几分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沧桑。

在村支部书记吴光立的带领下，

刘涛和马文森深入居民家里摸底排

查。一方面排查现有人员近期出入情

况、有无外来返乡人员，另一方面排查

从湖北或经湖北返乡人员及湖北籍外

来人员，登记造册，密切跟踪，每天进

行体温测量监测，严格实行“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

战“疫”还在继续，感动仍在上演。

战“疫”一线的“黄金搭档”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杜家利张丹

延津公安冲锋在一线

原阳县党

员干部冲在疫

情防控一线，

筑起守护群众

安全的防火

墙。

孙海洋摄

□本报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魏国武余晓建

近日，每天早晨，当党旗迎着旭日飘

扬时，在新乡县朗公庙镇毛庄村疫情监

测点处，总有一位老人会庄严地凝视片

刻。之后，这位老人就会习惯性地来到

村庄各卡点整理卡口路障、清理卡点周

围垃圾，确保路障效果，为卡点值守人员

创造卫生干净的工作环境。

她就是新乡县朗公庙镇毛庄村83

岁老党员杨美荣。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朗公庙镇迅速在各个村口设立卡

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严防死守，全

面打响疫情阻击战。杨美荣虽已83岁

高龄，但却立即向村干部请缨，第一时间

前往卡点参与工作。考虑到杨美荣同志

年岁已高，毛庄村支部书记张新岭并未

安排其参加值班值守，但杨美荣却态度

坚决，一定要参加。

无奈之下，张新岭只好安排杨美荣

以一名党员义工的身份加入疫情防控

工作中来。就这样，杨美荣自卡点设置

以来一连数日，每天都会自觉按时到达

卡点工作。朗公庙镇党委书记史兴看

望她时，问道：“您都83岁了，咋还这么

拼命呢？”杨美荣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

“因为俺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俺的责

任!”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初心不忘，岁

月不蚀。正如“杨美荣”的名字一样，共

产党员，美好而光荣。

八旬党员再上阵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李娟
王新宾）每一位父母在身患疾病时都思

念盼望自己的子女来到身边。然而，近

日在卫辉市，一位突发重病的父亲却叮

嘱身边人：“哪怕是我死了，也不让儿子

下前线！”

2月7日，卫辉市顿坊店村65岁老

人闫济成突然出现胸闷并伴有疼痛，家

人拨通了120急救电话，将老人送到新

乡市接受检查，被确诊为突发心肌梗塞，

病情严重，必须住院治疗。此时，老人的

儿子闫子良，卫辉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正

战斗在新冠肺炎隔离病区一线，并且已

连续工作了12天。

卫辉市人民医院院长闫志峰得知

这一情况后，决定让闫子良从一线撤

下来，回去照顾父亲。闫济成老人得

知后，强忍着疼痛，嘱咐家人给闫志

峰发去微信:“你们是英雄，闫子良的

积极与勇气是我的骄傲，咱们都同心

奋斗打退疫情，你绝不能分散一点心

思。哪怕是我死了，也绝不能让儿子

下前线！”

卫辉市人民医院被确定为新冠肺炎

定点救治医院后，闫子良是主动请缨前

往隔离病区参加救治工作。当看到父亲

的微信时，闫子良潸然泪下：“作为医务

工作者，我会继续工作在一线，和重病的

父亲一同战胜病魔，打退疫情，待战‘疫’

胜利后，再回家尽孝。”

“就是我死了，儿子也不能下前线！”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尹祖
涛）2月2日，一场特殊的葬礼告别仪式

在封丘县荆隆宫乡水驿村举行。病故

的老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崔治

领，而参加葬礼的人员只有他的4个儿

子。其子崔长城说，目前正逢疫情防控

关键时期，父亲临终嘱托他们，要响应

国家号召，丧事要简办，不要劳烦亲戚

朋友。于是四兄弟商量了一下，决定不

办事、不叫客，白事简办，这也是遵照父

亲的临终嘱咐，不给国家添麻烦。全村

群众听说了崔治领的事迹后，都非常的

感动。崔治领于1949年入党，作为新

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他始终保持

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纯粹信仰，对党忠

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1月

22日上午，崔治领老人安详辞世，享年

91岁。

崔治领的最后嘱托体现了老一辈党

员的党性修养和表率作用，增添了全乡

党员干部打赢疫情防控仗的勇气和信

心。

镜头一：漫天风雪中，辉县市南寨镇

南寨村疫情防控卡点来了一位特殊的访

客——重度聋哑残疾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肖建华和她的女儿轩轩。肖建华放下

一箱方便面转身便走，当值班人员拦着

她把方便面递回去的时候，她显得有点

着急，不停地打手势。这时，一旁的轩轩

赶忙解释：“叔叔阿姨，这是我们的一点

心意！我们也想为防疫尽一份力！”

镜头二：自大年三十开始，脱贫户王

狗群主动请缨担当疫情防控志愿者，负

责南街区的环境卫生从未停息。“卫生打

扫干净了，对控制疫情有好处！”王狗群

会心地笑了。打扫卫生之后，他还对周

围环境进行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毒。

镜头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党和

政府帮助了我，在这个疫情防控的紧要

关头，我也应该尽自己一点力量！”屈振

朋的儿子患有重度残疾，在扶贫政策的

帮助下，屈振朋一家顺利脱贫。听到党

支部发出倡议，他第一时间捐出100元：

“做人要懂得感恩图报，有啥需要我帮忙

的，尽管喊我，随叫随到！”

像肖建华、王狗群、屈振朋这样脱贫

不忘党恩、积极参与防疫的村民，在辉县

市南寨镇还有很多。他们有的出工出

力，有的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的关爱与帮扶。

“爱心善举从不会因为贫困而缺席，

危急时刻，他们的善行义举更加难能可

贵。爱心没有大小之分，积少成多、爱心

汇聚的力量就是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的

强大后援！”辉县市南寨镇党委书记侯玉

敏感动地说。 （邢丽凤）

辉县市南寨镇
脱贫不忘党恩 抗击疫情有我

辉县市南寨镇南寨村贫困户王狗群也冲在疫情一线，为村里清扫卫生。邢丽凤摄

只有4个儿子参加的老党员葬礼

战“疫”一线 行动篇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卞瑞
峰马啸）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

原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积极发挥

践行先锋模范作用，担当作为，冲锋在

前，全面动员，为全县人民生命健康筑起

安全屏障，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让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统筹全局指挥作战。原阳成立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部下设7个专

项小组，综合协调疫情防控工作，各司其

职，高效运转。连日来，原阳县委书记郭

力铭、县长王保明、县委副书记李继游等

人每天带头沉村入户，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各项部署。

党员干部一线作战。原兴街道办事

处党工委利用信息栏、微信群、QQ群、广

播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并普及新冠

肺炎的症状和预防常识；靳堂乡组织全

乡党员干部冲到一线，全乡31个村在留

好应急通道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对通

道进行封闭，最大限度杜绝疫情传播；葛

埠口乡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迅速织就一张“党委

带支部，支部率党员，党员包群众”的高

效防御网。

党员的冲锋在前感动群众。福宁集

镇陈杏兰村村民李美连和陈红田自发使

用无人机，连续两天义务为全村喷洒消

毒液防疫，不少村民还自发将自家的医

用口罩和消毒液捐给村“两委”；蒋庄乡

薛朋庄村村民王位贞看到卡点值班的党

员干部十分辛苦，捐出各种水果50余

件。

疫情面前是战场，党员干部是战

士。据不完全统计：该县共有1万多名党

员干部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汇聚起

了一股感动人心、抗击疫情的“原阳力

量”。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李娟）

2月8日，卫辉市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

进一步明确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标准

要求，彻底排查清零，实现应收尽收，力

争阻断疫情蔓延。

严格落实“六控”措施，紧盯重点人

员抓管控，紧盯居家隔离抓自控，紧盯复

产复工复课抓防控，紧盯集中救治抓稳

控，紧盯物资供应抓掌控，紧盯宣传抓把

控，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同时加强组

织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落实基层党组织全覆盖，为打赢疫

情阻击战提供坚强保障。

复工复产是一个人流高峰，在这个

关键节点，卫辉市高度重视，将各项工作

统筹好、安排好、落实好，坚决将疫情阻

击住。同时，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

干部抓好疫情防控形势，紧盯薄弱环节，

切实补齐短板，坚持依法、科学、精准、有

序防控原则，发挥好指挥协调、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机制，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阻

击战。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段永
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辉县市各级部

门多个工作人员春节期间取消休假，积

极主动投身到防控工作中，在困难面前

挺身而出，战斗在防控疫情一线。

作为疫情第一道防线，该市医务工

作者主动放弃春节休假，坚守在岗，他们

将盒饭当作年夜饭，与仪器、病历共度除

夕夜，“请战”“誓师”成为辉县市各医院

的一道道靓丽风景。

该市孟电集团水泥公司、热力公司，

米多奇公司等多个爱心企业都在第一时

间行动起来,纷纷捐款捐物，助力疫情防

控；众多专业志愿兵、退伍军人、最美志

愿者等各行各业人士纷纷写出请战书，

按上最美红手印，发出铮铮誓言。

公安交警肩负“人民卫士”的神圣职责，

全面排查出入境车辆、人员，为疫情防控筑

起了铜墙铁壁；市场监管部门派出多个小

组，加强假日期间隐患排查，全力维护平稳

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文广旅局暂停开放全

市所有景区（点），全面叫停文化馆、图书馆、

网吧等公共文体娱乐场所，取消各类聚集性

群众文体活动和集会；教育系统依托微信平

台等途径，将疫情防控知识传到每一个家

庭、每一名学生；各乡（镇）、办事处积极响

应，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控工作……

辉县市宣传部门充分发挥互联网宣

传优势，利用多个媒体平台，及时转载发

布疫情防控的权威信息，及时宣传疫情

防控科普知识，提高市民科学防疫能

力。同时创作并转发积极向上、形式活

泼的反映防疫工作的新媒体作品，累计

发布权威信息和动态信息800余条，总

浏览量达300余万，弘扬正能量，激发广

大群众与疫情抗争的斗志和热情。

辉县市 部门联动战疫情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张志
超张斌尹祖涛）封丘县把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为当前工作的重大政治任务，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织密群防群治防控网。

强化组织领导，健全疫情防控的责

任体系。成立封丘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县级领导干部坚持深入一线现场办公。

19个乡镇均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形成

“党政牵头、村村动员、群防群控、稳防稳

控”的工作格局。

发挥堡垒作用，构筑群防群治的严

密防线。对武汉返乡人员进行网格化、

地毯式排查甄别，严格落实隔离，阻断传

播途径。全县609个村级党组织设置

2000多个卡点，切实构建以村保乡、以

乡保县和以小区保社区、以社区保城区

的防控体系。

开展党员结对，特困帮扶不落一户

一人。将生活困难人群和因疫情儿女被

滞留在外的老人纳入结对帮扶范围，党

员当好贴心“四大员”：“宣讲员”“防控

员”“联络员”“服务员”，全县已有3122

名党员与3372名老人、孤儿等特困人群

开展结对帮扶。

做到万众一心，建起众志成城的防

控城墙。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

守一线，作最美逆行者；全县医务工作者

织密织牢预检分诊和发热“两张网”，严

把疫情传播第一道防线；县交警大队民

警、辅警全员上岗，坚守疫情防控安保第

一线；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为抗击疫情捐

款捐物。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崔兴
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延

津县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宣传引导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制订下发了《关于

做好延津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宣传工作方案》，明确了全县各级

各部门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的任务分工和

有关要求，确保疫情防控宣传引导工作

有序推进。

深入宣传报道。该县充分利用20

余个官方媒体平台，全天不间断向全县

人民宣传各类疫情防控信息，跟进报道

县抗击疫情工作情况。

强化舆论引导。强化舆情应急值班

值守，县委网信办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

值守制度，密切关注网上舆情信息，实时

监测处置网上谣言、虚假言论和网民意

见建议，严厉打击传谣造谣行为，根据舆

情变化及时解疑释惑，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引导公众正面发声。

延津县 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原阳县 万余名党员投身疫情阻击战

卫辉市“六控”措施阻断疫情蔓延

封丘县 织密群防群治防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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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抗击疫情我们始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