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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故 事

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陈建斌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新街镇各地
党旗飘扬，数百名党员志愿者冲在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最前沿，成为一道道靓丽
的风景线。

正当新街小学为新学期课本如何发
放而苦恼时，消息传到镇里村里，各级党
组织纷纷挑担、主动破题。2月11日，由
校党员教师、村党员干部组成的送书志
愿队协调分工、密切配合，统计、汇总、分
类、规划路线、分发书籍……一摞摞书本
从学校到村组，经村组到学生，助学爱心
接力就这样在新街镇上演，让孩子们及
时收到了意义非凡的新学期课本。

此次志愿活动为1000多名学生“停
课不停学，延假不误习”的线上教学活动
提供了有力保证，得到了各年级家长和
学生们的高度评价。

党员破难题

送书给学子

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施亚 赵培阳

在时堰镇，有这样一群党员企业家，
他们富不忘党、富不忘民，富不忘本、富
不忘责，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该镇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年轻党员孙浩程从部队复员回到家
乡新嵇村后，与朋友一起办厂创业。当
得知村里组织志愿者在各交通道口设置
健康安全检查点时，他毫不犹豫报名参
加。面对村里少数人出村登记、测量体
温嫌麻烦，少数外来人员执意进村不愿
返回，他一一耐心劝解，有效维护了卡口
的检查秩序。

五星村入党积极分子朱铭创业有
成。疫情防控期间，他主动关心居家观
察人员的身心健康，到10多里外的镇上
为观察人员的孩子购买学习用品，让居
家观察人员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积极配合医学观察。

除了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外，该镇各
党员企业家还踊跃捐钱捐物，支持疫情
防控。“全国农合之星优秀合作人物”

“盐城好人”、东台市兴凤家禽养殖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李惠平主动联系市义工
联，向湖北省孝感市捐赠鸭蛋2000只，
同时向时堰镇政府捐助抗疫资金 3000
元，用于激励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工作人
员。

党员企业家

战“疫”尽责有担当

本报讯（记者 丁然
通讯员 徐海琴）原先四
通八达的开放小区变为
封闭小区，小区唯一入口
处设有疫情防控检测站，
多了红马甲志愿者值守，
进入小区需要接受体温
测量，这是近日发生在溱
东镇小区居民身边的四
大变化。截至 2月 9日，
该镇11个小区均已实行
封闭式管理，共设置防疫

监测站 7个，32 名党员、
志愿者 24 小时值守，确
保小区居民健康安全。

住宅小区人员集聚
度高，镇上小区大多缺少
物业规范管理，一旦防控
失守，后果不堪设想。针
对这一情况，溱东镇对没
有物业管理且为开放式
的连片小区进行区域划
分，实行封闭式管理，每
个区域只留一个出入口；

对没有物业的封闭小区，
选派镇村干部、志愿者进
行管理；有物业的封闭小
区由物业接受疫情防控
培训后负责，镇分工负责
人不定时检查防控落实
情况。与此同时，对各小
区循环消毒，消除疫情防
控的盲点。

为提高各小区疫情
检测站工作效率，该镇充
分发挥党员和新时代实

践文明志愿者的作用，选
派本小区党员和志愿者
在出入口检查，承担小区
居民信息确认、测量进出
人员体温、劝返非本小区
人员等工作。实行封闭式
管理后，原则上无紧急情
况只允许本小区业主在每
天早上6点至晚上10点间
进出，外来人员不得随意
进入。对此，小区居民纷
纷叫好，积极配合。

溱东镇小区封闭管理筑牢抗疫防线

本报讯（钱佳琳 何国
庭）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以来，五烈镇130
多个网格员发挥对基层
网格地理位置、人员熟悉
等优势，踊跃担当疫情防
控志愿者，奔走在乡村防
控最前线，对全镇131个
网格进行横向到边、竖向
到底，地毯式、全方位的
排查。

祁联村网格志愿者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
大旗插到疫情防控阵地，

开动流动宣传车跑遍 6
个自然村庄，散发传单、
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开
展疫情防控科普宣传。
他们日夜轮流值守在村
道对外交界的卡口，加强
外来车辆及人员的管控，
展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者的责任与担当。

胡家堡居委会的8名
青年网格志愿者积极发
挥青年担当，主动加入疫
情防控突击队，充分发挥
网格服务桥梁作用，并挨

家挨户走访摸排登记返
乡人员身份、返乡路径等
信息，参与居家隔离人员
的志愿服务，为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
航。

丁北村网格志愿者
在协助村医生为居家隔
离对象测量体温时，时刻
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主
动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
还购买蔬菜、鱼肉等生活
必需品送上门。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五烈镇网格志愿者累计
排查居民26579户，排查
走访群众73988人；开展
防疫宣传 50 多场次，化
解各类矛盾20多条，向群
众发放宣传手册、告示、
倡议书、防疫资料等两万
多份；对新冠肺炎疫情重
点地区返乡人员逐户排
查，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
服务960多次。他们将责
任心化作动力，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烈镇网格员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讯（记者 朱
江）自疫情防控阻击战
打响以来，市司法局以
疫情为命令，以防控为
责任，主动作为，全力护
航疫情防控阻击战。

该局强化疫情防控
法治宣传，由东台法律
服务所张进牵头，1 月
28 日梳理出疫情防控
期间涉及的十五个法律
责任问题，在“东台市法
律顾问之家”微信群里
发出，由 300 多名村居
法律顾问通过法润民生
微信群进行转发。市法
宣办随即推出图文并茂
的系列宣传挂图，以案
释法，第一时间推送至
基层一线，为全市疫情
防控营造了良好的法治
氛围。与此同时，该局
重视企业法律服务的针

对性，江苏文爵律师事
务所超前谋划，在2月5
日前，就企业延期复工
涉及的法律问题提供了
应对方案，受到镇区和
企业的普遍好评。

疫情防控对“面对
面”的法律服务提出更
高要求。市司法局积极
引导各窗口单位加大

“不见面”服务供给，用
好信息化手段，推进网
上办公、线上服务、远程
监管。对社区矫正对象
开通电话报到、视频报
到和移动平台监管；法
律援助、公证办理全面
推行线上申请办理，对
上门对象做足防护工
作，控制交流时间，保持
安全距离，确保让每一
位来访者满意而归。

市司法局全力护航
疫情防控阻击战

2 月 13 日上午，东台农村商业银行向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的交警、派出所民警、环卫工、住建人员送去 800 箱
酸奶和800箱方便面，让一线人员倍感暖心。 记者 张莉琳 摄

为保障市场蔬菜供应，三仓镇联南村顾红梅瓜
果蔬菜收购点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从正月初
三就开始收购蔬菜，每天都有 5 到 10 吨的蔬菜发往
南通、扬州等周边城市。

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沈永红 摄

记者 张一峰

2月11日一大早，3
位水电工就在市区金海
东路燕京大厦302室张
爹家忙开了。查水路、
换水管，忙了 3 个多小
时，把卫生间、厨房间恢
复如初，收起工具匆匆
离去。张爹老两口再三
挽留让他们吃顿便饭。
三位水电工婉言谢绝：

“非常时期多有不便，我
们还要到下一家呢。”

就在前一天下午，
自来水公司同志抄水
表，把张爹吓了一跳，两
个月竟用了 200 多吨
水！肯定是漏水了。他
打电话给亨达水电安装
公司，公司负责人随即
作了安排。

张爹修水电又怎么
会想到亨达公司？话得

从几日前张爹家断了煤
气说起。煤气烧没时已
是晚上，他一时想不起
该向谁求援，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拨通了市长热
线。不想，住建部门很
快回电，已落实亨达燃
气送货上门。次日午饭
前，送气的汉子一直把
煤气搬到三楼张爹家门
口。

张爹叫张君宜，70
多岁了。疫情防控关键
时期，他响应号召，与妻
子一起坚守家中。原以
为儿子儿媳不在身边会
有许多不便，“政府考虑
得很周全，大大小小的
事情，一个电话就能解
决。”他告诉记者，这段
时期以来，家里的蔬菜、
生活用品什么的，全是
打电话让国贸超市配送
的。

一个电话解难题

（上接第一版）
安丰镇东旭村党总支书

记严均兵发现一户 3人来自
武汉，没有准备过节物品，她
从家中送来蔬菜、鸡蛋等食
品，解决了他们的生活 困
难。东光村党总支书记梅小
平1月30日晚接到本村五组
常某求助电话，有亲戚一家
三口从武汉来到安丰，其中
还有一孕妇，准备到他家过
年。得知情况后，梅小平及
时向镇防控领导小组汇报，
随即果断采取措施，安排到
集中隔离观察点。

富安镇结合党员冬训，组
织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水利绿化、扶贫济困等工

作，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
难题。党员干部开展结对帮
扶活动，为生活困难的贫困
户捐资送物，“千人大慰问”
活动为贫困户、五保户等群
体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全
镇累计捐款20多万元用于扶
贫救困，清理垃圾200多吨，
清理沟、河40多条。

疫情发生后，我市把这场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当成一
场特殊的党员冬训活动，党
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委对疫情防控的
相关部署，发挥“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的作用，以实际
行动履行“我是党员我带头”
的承诺，日复一日投入疫情

防控工作中去。

密切群众争当“战斗员”

高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
主任陈立华已经怀孕七个多
月。疫情大于天，她来不及
考虑自己是 42 岁的高龄孕
妇，还有一个正读初三的女
儿，全身心投入到防控工作
中。她负责疫情监测，普及
疫情防控知识，及时向公众
解疑释惑，同时也负责学校、
企业、宗教场所等重点人群、
重点场所的管理工作，对返
乡人员的信息汇总登记，发
现疑似病例第一时间上报上

级主管部门。 她说，自己是
党员，是一名退役军人，能扛
得住。她还调侃道，好几次
在新闻里看到坚守岗位的准
妈妈呢，自己“不特别”！

唐洋镇派出所党支部书
记袁鹏自去年腊月底至今没
有休息一天，面对严峻的防控
形势和严重吃紧的警力，不叫
一声累不喊一声苦，带着5名
干警协同村组干部和医生主
动上门调查摸排并做好防范
宣传，棋牌室、浴室……处处
都有他的身影。

溱东镇开二村69岁的老
党员祝冬云主动要求加入

“战斗”，劝导返乡人员自觉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包保代

办服务、协助医务人员进行
信 息 记 录……忙得脚不沾
地。周黄村50年党龄、74岁的
烈士后人黄勤才申请到村关卡
执勤，在他的感召下该村10多
名党员群众一起参与进来……

讲党性、讲政治、讲责任，
举旗帜、戴党徽、亮身份，成了
全市激情涌动的风景。安丰镇
党委在全镇17个村居和镇卫
生院、公安派出所、城建管理
中心成立20个临时党支部，党
旗高高飘扬，党徽熠熠生辉。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战场是
党员冬训的特别课堂。”镇党委
书记杨小锋说，党员干部要经
受党性和作风的考验，努力完
成一份高质量的冬训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