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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莉莉 通讯员 常勇

抗“疫”路上爱心不断。日前，市红
十字会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爱心捐赠，
这笔爱心款的捐赠人是市实验小学红兰
校区406班的吴诗娴同学。她捐出自己
的压岁钱支援武汉，用实际行动为武汉
加油。

据了解，吴诗娴的妈妈在安丰镇丰
新村工作，连续半个月都奔波在防控一
线。懂事乖巧的吴诗娴在管好自己学业
的同时，也关注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
看到社会各界向抗疫一线捐款捐物时，
她想到了自己的“小金库”，觉得捐出这
笔压岁钱更有意义。

孩子的妈妈表示，小孩子有一颗向
善的心是好事，做家长的应该全力支
持。平日里，她也经常带女儿参加公益
活动，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表演节
目。在女儿决定捐出压岁钱时，她第一
时间联系班主任老师，随即根据老师提
供的联系方式，转账给市红十字会。收
到这笔带着童心温度的爱心捐款，市红
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也感慨道，爱心无
价，小朋友的举动让人敬佩。

喜欢画画的吴诗娴还画了一幅《武
汉加油》的主题儿童画，“武汉加油"几个
大字被彩色爱心包裹着，表达了她美好
的祝福。

为抗“疫”加油

小学生捐出5000元压岁钱

本报讯（记者 张莉琳）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恰处麦子油菜春
季化学除草关键时期，安丰镇农业中心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抓好春季麦、油
菜田化学除草工作，确保该镇越冬作物
正常生长、夏熟粮油丰产丰收。

春节过后，气温回升，田间各类杂草
生长迅速，小麦返青后至拔节前是春季
化学除草的关键时期。为掌握在田小麦
病虫草害发生情况，连日来，该镇农业中
心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与种植大户
交流当前化学除草情况、抗性杂草治
理。该镇丰西、新榆、跃进等村种植大户
比较集中，在多次调查走访中，镇农业中
心工作人员提醒种植户们重视杂草危
害，抓住适当气候，选准药剂，用好药量，
及早做好麦、油菜田春季化学除草。

安丰镇农业中心

踏田指导农业生产

本报讯（记者 张莉
琳 通讯员 蒋粉娟）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唐洋
镇广泛发动党员依托网
格管理，形成了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局面，让党
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
飘扬。

该镇以村为单位成
立21个疫情防控临时党
支部，下辖 85 个网格党
小组，采用“党员联户”机
制，构建“镇-村-党小
组-党员”四级联动网格

化管理体系，发挥党员干
部合力，确保党组织服务
触角延伸到村，各项防控
措施落到实处。

在此基础上，每个网
格党小组建立一支以党
员中心户为队长的党员
先锋队，协助村党组织做
好 网 格 内 疫 情 防 控 工
作。对网格内外来人员、
返乡人员开展拉网式排
查，摸清底数，确保不漏
户、不漏人。做好监督
员，监督返乡人员居家观

察，每日上门量体温。做
好宣传员，负责网格内的
张贴标语、拉横幅、发放
宣传手册等工作，做好群
众思想工作。当好守门
员，外地返乡居家观察人
员，一律不得出自家门，
公共场所没有佩戴口罩
人员一律不得进大门，帮
厨 承 诺 停 业 暂 时 不 开
门。做好协调员，与群众
签订“众志成城送瘟神”
承诺书，张贴有网格员信
息的“温馨提示卡”，为居

家观察人员的生活需求
及医疗保障提供服务，保
证随叫随到，体现人文关
怀。

截至目前，唐洋镇
共 发 放 宣 传 单 3 万 多
份，224 名外地返乡人
员配合接受居家观察，
取消婚宴、祝寿等各类
酒席 3000 多桌，形成了
广大党员群众团结一心
共 同 战“ 疫 ”的 良好局
面。

唐洋镇网格化管理守牢疫情防控阵地

本报讯（记者 周宴）
在东台镇西楼村，随处可
见悬挂着的防疫宣传标
语，村头的广播每天不间
断地播放《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事项》和
《告市民书》，村道上的宣
传车循环播放着防疫信
息。村民们表示，及时听
到宣传声音，大家对疫情

防控的认识提高了，防护
意识增强了。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西楼村组成一线
工作组、物资调配组、医
疗服务组、宣传宣讲组、
资料数据汇总组 5 个功
能小组，村干部、党员志
愿者通过入户询问、微
信、电话等方式，对园区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
开展防疫宣传、摸排走
访、预防监测等工作。对
排查出的居家观察对象，
由村书记带头，医疗服务
队每天2次上门量体温。

与此同时，该村结合
人居环境整治，教育引导
村民养成戴口罩、勤洗手、
常通风的健康生活方式。

在全村范围内积极倡导文
明乡风，停办家宴、酒宴等
各种聚集活动，村干部主
动上门与村民沟通，劝导
简化婚丧嫁娶操办，降低
疫情传播风险。“村里10
多户原本打算办婚宴、寿
宴的村民，都主动配合取
消了。”西楼村党组织书
记陈安元说。

西楼村筑牢疫情“防控墙”

连日来，江苏东强股份有限公司坚持防疫生产“两不误”，在做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打足产能，加快
生产。 练益华 摄

我市沿海紫菜养殖企业复工后，海
上养殖船成为海上疫情防控的重点。近
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所属中国海监
东台大队 10 名执法人员，随中国海监
5024 船直奔我市东沙海域进行执法巡
查，在查处违法用海的同时，为渔民测量
体温、发放宣传资料，督促他们戴好口
罩，做好防护，确保防疫生产两不误。

记者 顾敏 通讯员 叶荣 摄

本报讯（余卫成）2
月 12日上午9时左右，
一辆卡车在352省道弶
港镇尖南村卡口进行检
查、登记、消毒后驶入村
内。村主任顾益春说，
这些天每天过往货车五
六十辆，每天销往上海、
扬州、无锡等大中城市
的莴苣至少在 30 万斤
以上，只有严防，才能保
证防疫安全和市场供应
两不误。

尖南村是具有 20
年种植瓜果蔬菜历史
的专业村，素有“盐城
莴苣之乡”之称，全村
瓜菜面积占总耕地的
一半以上，年复套种面
积达1万多亩次。疫情
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
该村及时制订疫情防
控和正常生产秩序维
护方案，重点在 352 省
道连接口设立检查站，

对过往运输车辆和外
地 人 员 进 行 登 记、消
毒、测量体温。在全村
8个蔬菜收购点安排一
名志愿者，负责现场巡
查 ，规 范 蔬 菜 垃 圾 倾
倒，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处置。农民经纪人梅
益红说，他的收购点每
天要出 10 万斤莴苣，
村干部一刻也没离开
过，还帮助装卸莴苣，
真是太辛苦了。为减
少车辆过度集聚，村里
还实施错时收供货措
施，每天晚上通过微信
向收购站点和村民发
布收购停购信息，保证
莴苣收购、市场供应不
断线。与此同时，该村
还进一步强化垃圾处
置，增加环境保洁力量，
实行蔬菜垃圾装箱转
运，做到日积日清。

尖南村疫情防控
市场保供两不误

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徐改兰

17 年前，抗击非典，
她主动报名参加战斗；

17年后，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她再次选择进入
负压隔离病房。

她便是市人民医院
护理部护士孙美芳，而
今医院负压病房和发热
门 诊 护 士 们 的“ 主 心
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市人民医院决定启用
负压病房、隔离病房。这
时孙美芳主动向党委递
交了申请书，她在申请书
中写道：“我申请加入筹备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的工作，服从医院领导
安排和调遣，我参加过
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斗，
有着丰富的经验……”

是的，2003 年，孙美
芳和同事们全身心投入

抗非典斗争中。几年后，
她的儿子也成了一名急
诊科医生。此次请缨，她
的儿子和老公表示全力
支持，这也使得她没有了
后顾之忧。

当请求得到领导批
准后，孙美芳迅速投入战
斗。时间紧、任务重，为
了尽快上马，她一夜没有
合眼，连夜整理需要向各
个部门申请的物资清单，
调集物资、配备医疗设

施，抽调护理人力资源，
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仅
仅一天时间，病房就投入
了使用。

发热门诊、负压病房
运行后，孙美芳又夜以继
日地投入到医务人员防
护、院感和质量控制、设
施设备检查、人力资源调
度等工作中去。隔离病
房使用初期的十多天里，
孙美芳每天只能睡两到
三个小时，大家都纷纷劝

她去休息，她直摇头：
“不！在这里守着我安
心！”

为确保病人和医务
工作人员安全，在负压病
房，病人的接诊流程、消
毒隔离措施、护理治疗
流程都是孙美芳结合护
理部及院感科要求反复
推 敲 的 ，严 守 每 道 防
线。她说，她既是病人
健康的守护者，也是工
作人员的安全保卫者，

为他们构筑起抗击新冠
肺炎的防线。

让孙美芳欣慰的是，
在负压病房，这些平均
年龄只有二十多岁的护
士们，没有一个退缩，大
家都放弃了与家人团聚
的假期，勇敢地站到了
抗“疫”的最前沿。看着
这些与自己并肩作战的
年轻战友，孙美芳很感
动。

抗非典老将再次请缨上“战场”

本报讯（顾存秀 杜
宇 朱霆）连日来，梁垛
镇立足兴农富民，强化
为民服务意识，在当前
疫情防控期间，注重引
导农民做到疫情防控与
春耕生产“两手抓、两不
误”，再掀春耕生产热
潮。

该镇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通过分工农村
干部群、农技工作群、益
农信息社群和电话服务
热线、上门到户与踏田
指导等方式，实施线上
线下服务，指导农民在
做好自身疫情防护的同
时，立足当前，不误农
时，积极投身春耕备耕
生产。针对当前农时，
指导农民开展以麦子油

菜春季化学除草、追施
麦子拔节肥、油菜苔肥、
桑树剪枝、清墒理沟等
内容的田间管理。利用
到村疫情防控巡查，加
强防疫期间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巡查指导，发
放禁用农药宣传单，引
导农民科学种田，保证
疫期菜篮子的安全。到
农资经营店，检查春播
备耕物资备货情况，推
广市农业主管部门农作
物主推品种，组织农资
货源。为种植大户送去
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模
式，引导他们紧跟农业
融合发展新业态，抓好
结构调整，在农业高质
量发展路上实现新跨
越。

梁垛镇指导农民做好
疫情防控与春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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