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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防控疫情 众志成城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秦帅
领周焰）为全面服务疫情防控工作，许

昌市建安区积极创新方式，调配37辆

流动核酸检测车，开展常态化核酸检

测，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得到了群

众一致好评。

“检测车开到了俺家门口，俺不出

村就能享受到核酸检测服务。区里为

俺老百姓提供这么好的服务，俺一定配

合检测，搞好防护，为战胜疫情做贡

献。”近日，灵井镇77岁村民李雪在做

了核酸检测后高兴地说。

8月8日以来，建安区在做好核酸

检测规定动作的基础上，针对农村弱势

群体、流动人口、常住人口实施流动核

酸检测惠民政策，印发了《致建安区广

大居民朋友的一封信》，公布了各乡镇

核酸检测受理电话，调配37辆云巡诊

车和120救护车作为流动核酸检测车，

每一辆流动核酸检测车上配备了检测

试剂、消毒液、额温枪和2名检测员。

流动核酸检测车每天定时开到各

乡镇指定地点，接受群众核酸检测的预

约和现场核酸采样工作。一旦接到群

众预约电话，流动核酸检测车就会从乡

镇开到村里，现场为群众提供核酸检测

服务。核酸检测样本每天分两次由专

人、专车、专线送往指定医疗机构分析

研判，实现了核酸样本“采、运、检”全流

程闭环运行，确保核酸检测不留盲区、

不漏一人。

截至8月10日14时，建安区出动

流动核酸检测车100多次，仅流动核酸

检测群众就达4644人。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
红）8月18日，记者在禹州市梁北镇苏沟

村南坡的山上看到，全长4.3公里的环山

水泥路正在紧张施工。“再有十来天，这

路就要全部完工，我再上山放羊就不用

踩泥了！”五保户苏联卿高兴地说。

苏沟村是三峰山脚下的一个小山

村，曾是禹州市有名的穷村、乱村和党组

织软弱涣散村。多年来，全村基础设施

差，集体无收入，遗留问题多，上访告状

不断，连村账户都被法院查封多年，2015

年被定为禹州市软弱涣散村。

2020年3月，许昌市委巡察办干部

赵继征受组织委派，任苏沟村驻村第一

书记。苏沟该怎么转变？如何发展？赵

继征决定从党员干部抓起。

在村党员大会、村“两委”干部会上，

赵继征组织学习，带领村组干部到附近

先进村观摩学习，讨论苏沟怎样团结发

展。慢慢地，党员的思想提高了。“现在，

党员干部处处走在前、干在先，无职党员

主动报名，义务到疫情防控值班点轮流

值班！”苏沟村党支部书记苏中峰高兴地

说。

去年10月，赵继征严格组织程序，只

用一天就圆满选出了团结战斗、群众相

信的村“两委”班子。班子选好了，如何

让群众满意？赵继征说：“只要我们一心

一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群众就会拥

护！”

村内游园年久失修，赵继征多方争

取，安装健身器材30余种。协调许昌市

戏曲艺术发展中心到村里“送戏下乡”演

出5场，传播社会正能量。开展“美丽乡

村、文明家园”建设，评选表彰标杆党员、

先进个人、好媳妇、五好文明家庭等，凝

聚人心。

党员群众生活困难，赵继征联系爱

心企业和人士，为老党员、困难户和留守

儿童送去米、粮、油、方便面等生活用品；

为困难户张佳欣捐赠3只山羊羔，给他带

来致富希望。

多年来，群众最大的意见就是没有

一条像样的上山路。赵继征多次找领导

汇报，争取到了5米宽、18厘米厚、4.3公

里长、总投资 400 多万元的水泥路项

目。自去年11月初动工以来，即将建成

通车。

为了修建道路，村民无偿拔掉庄稼、

蔬菜和果树，赵继征带头捐款2000元，带

动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踊跃捐款。赵继

征组织召开党员会、干部会和群众代表大

会，公开推选4名群众信得过的人管钱。

赵继征还筹建乡村大舞台、美食广

场、儿童游园、七彩滑道乡村游，目前项

目已初具规模。全部建成后每年能吸引

周边和外地游客数万人次，并解决劳动

就业千余人。

如今，苏沟村已成为班子齐心、党群

团结、事业兴旺的党建强村。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梅来
谦 单晓琳）“因当前疫情防控原因，特

通知你单位党史学习教育理论学习全

部以自学为主，以便抽出更多时间参与

疫情防控，等全县疫情缓解后再进行集

中学习……”近日，襄城县党史学习教

育县委第五指导组成员冯宁博接到有

关通知后，马上利用电话传达通知精

神、对指导单位党史学习教育提出本周

工作建议。

面对疫情防控，襄城县党史学习教

育县委督导指导组发出倡议，要求各指导

组跟进指导全县联系单位各级党组织和

科级以上党员干部，要从党史中汲取力

量，将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疫情防

控的动力，在扎实做好本领域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有效结合全县“万人助企联

乡帮村”、疫情防控重要工作开展蹲点走

访，切实掌握并办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积极主动为群众服务，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确保疫情期

间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为扎实做好特殊时期的党史学习

教育和疫情防控工作，襄城县迅速启动

应急机制，要求县委党史学习教育9个

指导组通过微信群明确本周工作重点、

每天电话指导督促、突击抽查检查督导

等形式，指导全县94个联系单位党委

（党组）扛牢主体责任，坚持学党史与抓

防控、正作风一体推进，形成全力指导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合力。

该县94个党委（党组）和科级以上

领导干部，主动深入一线开展疫情防控

督导指导，带领分管领域职工群众发挥

好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襄城县委党史学习教育督导指导

组组长张卫民表示，疫情防控工作是当

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将迅速用实际行动

践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助力全县疫情

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吴艳
敏）“你好，请佩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

保持一米社交距离，有序开展核酸采

样。”8月10日，在鄢陵县张桥镇的一处

核酸采样点，一个个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在不停忙碌着，为群众测量体温、登

记信息，引导群众进入指定的检测通

道，群众自觉登记、扫码、排队、等待核

酸采样，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为提高疫情防控水平，该镇对核酸

采样点和部分疫情监测卡点实行24小时

监控。在核酸采样现场，张桥镇镇长张亮

向记者介绍，通过手机App、电脑，都可

以随时查看该镇其他监测卡点和核酸采

样点的实时动态，确保监测监控到位。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张桥镇

党委、镇政府高度重视，将核酸采样点从

该镇卫生院转移到暂时关闭的汽车站

内，对新的采样点进行合理、科学、规范

打造，确保核酸采样现场人群不聚集、人

员有序进出，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

为确保核酸采样点环境安全，核酸

采样现场不间断进行消杀防疫。严格

按照消杀规范要求，组织专业人员对采

样点的内外环境、人工通道等区域进行

不间断消杀。同时，准备充足的口罩、

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确保核酸采样

点环境安全。

在采样等候区域，专门搭建了长70

米的遮阳棚，摆放了桌椅，设置了一米

线，准备了矿泉水、菊花茶、绿豆汤等物

品，为进行核酸检测的群众提供贴心细

致服务。

张桥镇党委书记杨勇表示，目前，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张桥镇广大党

员干部将严阵以待，始终坚守一线，切

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杨晋荣
孙婷婷）近日，由许昌市魏都区委组织部

牵头、许昌市健康路小学党支部承办的魏

都区教育专家人才志愿服务项目“糖豆妈

妈讲故事，传统文化公益行”为学龄前儿

童讲述第212节糖豆课《杨根思的故事》，

通过“空中课堂”听故事、谈感想，引导孩

子们从小树立崇高理想，听党话、跟党走，

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糖豆妈妈讲故事，传统文化公益行”

是许昌市魏都区委组织部组织实施的专

家人才志愿服务项目，凭借内容选择的科

学性、团队人员的专业性、故事教学的趣

味性获评河南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金

奖。“糖豆妈妈”们由该区拔尖人才、骨干

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组成，每周六志愿到许

昌市少儿图书馆免费为小朋友们讲述革

命故事、民俗风情等方面的传统文化知

识。目前，“糖豆妈妈讲故事，传统文化公

益行”已举办212期，受众主要是三岁以

上的少年儿童。

在“7·20”郑州抗洪抢险战斗中，“杨

根思连”的战士们不顾个人安危，扛沙袋，

固堤坝，转移被洪水包围的受灾群众，被

人民群众称为新时代的英雄……近日，许

昌市健康路小学数学老师、志愿者金燕精

心编写了《杨根思的故事》，邀请专业播音

员录制成音频在“糖豆空中课堂”面向少

儿及家长宣讲。

自今年3月以来，许昌市健康路小学党

支部开展“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活动，

向孩子们宣讲党史、国史小故事，利用“糖

豆空中课堂”，把党史学习教育从校内延伸

到校外，把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由学龄儿童

拓展到学龄前儿童，先后宣讲了吉鸿昌、杨

靖宇、毛泽东、陈毅、刘伯承、邱少云等12位

革命先辈的红色小故事，以生动活泼的形式

把爱党爱国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37辆流动核酸检测车进村服务
建安区

防疫一线展现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襄城县

科学布置核酸检测场地
鄢陵县张桥镇

“空中课堂”讲党史 红色精神润童心
魏都区

从软弱涣散到党群团结

禹州市苏沟村 走出一条党建强村的发展路子

长葛市

在防汛救灾“大考”中淬炼初心使命

长葛市委书记张忠民冒雨前往双洎河佛耳岗水库查看防汛工作

□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左瑛君黄彦辉张浩文/图

“汛情就是命令。当时，由我们党

员干部组成的200余人的抢险突击队

奔赴一线，共转移群众2.8万人，集中安

置7000余人，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8月23日，长葛市南席镇党委书记

李雅博回想起7月21日镇辖区双洎河

堤坝仝庄、胡街两处出现管涌时的情

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2021年的这场雨，让长葛人刻骨

铭心。全市12个镇、4个办事处、255个

村庄均不同程度受灾，道路、农田、电

力、供水、通信中断。全市受灾人口40

余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4.35万亩，农

村倒塌房屋 152 间，严重损坏房屋

13135间，一般损坏房屋25193间。

同样是这场雨，让78万长葛人众

志成城，闻“汛”而动，用肩膀筑起了防

汛救灾的希望之堤。

洪水退去，雨过天晴。该市结合万

人助企联镇帮村活动，党员干部深入分

包企业，指导受灾企业不等不靠、自强不

息，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帮助企业联系专

业团队、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专家300余

人进驻重点受灾厂区、车间，对全产业链

各环节的设施设备开展检测、维修、测试

等工作，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精准调度 未雨绸缪防大难

“要克服‘年年防汛不见汛’的麻痹

大意心理，盯死看牢重点区域，时刻关

注水库、河道水位，要全覆盖、无缝隙进

行拉网式隐患排查，及早消除各类安全

隐患……”7月13日，长葛市召开防汛

抗旱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长葛市委书

记张忠民安排防汛工作，事无巨细，件

件嘱托。

之后几天，天气预报发出多条暴雨

红色预警，长葛市也在紧锣密鼓地制订

应急预案，储备物资，建设防汛队伍，做

好“迎战”准备。

“所有建筑工地一律停工，人员全部

撤离，有风险点的地方，提前做好应对。”

“所有地下停车场不得进入，进出口要设

置50cm高防汛沙袋，做好防汛准备。”

“汛期紧急，要加快排查整治房屋安全隐

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

月18日，在长葛市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

治工作推进会上，长葛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晓丽再次强调各项防汛工作举措。

7月19日晚，骤雨来袭，水位越来

越高，淹没了车轮，漫过了小桥，超过了

水库警戒线。

该市大周镇夏张、新魏庄、大谷寺、

小河董、赵名寰等村，桥梁被冲毁，道路

被冲垮，洪水从四面八方奔涌入村。董

村镇马庄决口，古桥镇徐王赵决口、古

桥村决口，南席镇马武决口，一时间，长

葛市多处遭遇险情。

为防止洪水漫灌，长葛市委、市政

府组织调度部队官兵、各镇民兵、市直

单位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志愿者、受灾

群众，迅速到决口处集结，装沙袋，扛沙

袋，堵决口，昼夜不停、连续奋战，用“血

肉之躯”铸就“钢铁堤坝”。

经过五天五夜，数万人次的连续奋

战，7月26日凌晨三点，最后一个决堤

口，南席镇马武村决堤口封堵成功！

长葛市紧急调运铲车、运输车、客

运大巴等50余辆，建立临时安置点15

个，先后转移群众11万人。

党旗飘扬 抗洪一线显担当

为尽早消除险情，长葛市先后发出

《关于在防汛一线开展突击行动的倡议

书》《关于号召全市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

者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志愿服务行动的倡

议书》《长葛市妇联致全市妇女姐妹防汛

救灾倡议书》三封倡议书，动员全市1332

个基层党组织、37500多名党员组成

1300多个突击队，迅速集结到防汛抢险

一线，一面面红旗在双洎河边高高飘扬。

在位于长葛市南席镇马武村双洎

河河堤一侧，由于河堤路过于狭窄，且

决堤口附近难以承载大型车辆，只能由

志愿者及救援官兵装好沙袋后背上河

堤，再由农用三轮车装载送至决堤口。

“咱是党员，听说南席有难，我就跟

着镇干部一起来了。”长葛市坡胡镇侯

庄村59岁的党员朱宝莲，扛起沙袋来

丝毫不输男儿；古桥镇党委副书记张全

由于长时间站立、泡水，双腿持续性红

肿，仍在一线奔波调度……从部队官兵

到党员干部，从志愿者到受灾群众，奋

战在一线的“战士们”，成为长葛市防汛

救援的硬核力量。

爱心爆棚 志愿繁花遍地开

“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是土生土

长的古城人，要把所有的父老乡亲都救

出来，不能让他们在这里受灾。”南席镇

古城村村民张新风说。

7月22日凌晨1点，南席镇古城村

里的水已经淹过了小腿，紧急关头，张

新风作出了不同寻常的选择。他没有

去看自己的30亩金银花、50亩花生，而

是义无反顾地开着铲车和村“两委”干

部一起，挨家挨户救人，一趟又一趟转

移受困人员，直到下午1点，最后一户群

众被安全转移后，他才到自己投资五六

万元建设的大棚里，看了看已全部损毁

的火龙果和芦笋。

“没有组织，没有商量，40名村民都

自发地站在道路两边，为过路的军车充

当路标。”南席镇古城村党支部书记杨

亚林说。当天下午，在古城村外，一片

汪洋，一辆军车由于积水过深，驾驶员

甚至找不到路在哪里，无法前行。当杨

亚林组织40名村民赶到一线时，刚好

看到这一幕，村民们自发地走向漫过小

腿深的水泥路上，用自己的身体当作军

车的指向标，一排排像笔直的松树，为

前来救援的解放军指明了方向，为救援

队伍成功封堵决口节约了时间。

“我们送啥？”“有啥送啥吧？外面

下着雨，咱们送些热汤吧？”7月22日晚

上10点，一条条信息在长葛一高“半边

天”微信群中来回传递。在张丽敏、李

书菊等五人的号召下，群里几十个姐妹

一起开火做饭，用大锅小锅汇聚成一桶

桶热腾腾的稀饭。

“黄河旋风捐款 1000 万元……”

“长葛苏玉芳女士个人捐款10万元用

于救灾”“胡辣汤挺住，山西刀削面来

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爱心

信息在志愿者微信群中传递。

防汛救灾以来，长葛市100多支各

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超过1.2万名志

愿者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清障、医疗救

护、应急救援、避灾安置点送餐、老弱

病残人员关心关爱等志愿服务，长葛

市慈善总会、民政局共收到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捐物19余万件，捐款900余万

元。

同时，长葛市也加快了恢复生产生

活的步伐。通信、电力、燃气等部门夜

以继日施工，加紧解决通电、通水、通

网、通气问题；镇村干部带领群众排水、

清淤、消杀，开展清洁家园行动；农技人

员深入受灾田地，做好灾情评估、农作

物保险理赔等工作，并对恢复农业生产

进行分类指导；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

活动，分包干部深入企业开展精准帮

扶，落实惠企政策，加快基础设施修复，

帮助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