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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莉琳

走进“专班”，民警和镇区工作
人员或紧张核对数据、或电话沟通
协调、或指派车辆人员出征，忙而有
序地部署着各社区街道疫情防控
……这就是东台镇和何垛桥派出所
成立的疫情防控专班工作场景。

自2月2日该专班成立以来，24
小时全天候运转，对何垛桥派出所
辖区四个社区，每个小区逐一排查，
对171户外来人员进行居家观察。

“我深知此刻肩上的责任重大，
辖区四个社区，春节期间外来人员
比较多，一定要对所有外来人员做
好见面查控的工作，绝不能漏报一
户一人。”何垛桥派出所所长唐敬在
专班小组会议上坚定地说，并立即
对工作人员进行合理分工布置。此
时，在工作岗位上的他已经连续十
多天没有睡个整觉，从大年初一，他

就吃住全在所里，办公室成了临时
指挥所，而办公柜后面不足2平米的
地方，一张行军床就成了他的“新
家”。

民警吴鹏鹏是位90后，电话里，
孩子总是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他
从大年初三把孩子和妻子送到后港
岳母家后，就全天值守在所里，24小
时待命。他的工作极需要耐心、专
业和细心，根据上级下达的数据，他
需要先初步研判、筛选，从数据中核
实涉疫地区流入本辖区的重点人员
身份信息，再核查，工作到凌晨三四
点，是他的常态。

像吴鹏鹏这样默默战斗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民警还有很多。丁义
江，一名有着丰富基层经验的老民
警，社区居民都亲切地喊他老丁。
在这次疫情防控一线，要求一人一
档，他进区入户，做好自身防护措施
的同时对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登记

备案、见面查控，同时还担当起心理
咨询师，上门安抚居民情绪，对有抵
触情绪的群众，每天利用微信和电
话劝导安慰，鼓励大家调整心态，共
克时艰。

2月 2日专班成立后，张忠涛就
把自备的行军床搬进了何垛桥派出
所，24小时驻守在这里。张忠涛是
东台镇副镇长，但是按他的话讲，他
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党员，“别的不
提，这个时候党员就该身先士卒，冲
在一线。”今年儿子就要高考了，妻
子身体也不是很好，儿子这个时候
最需要陪伴和鼓励，但是他却说，没
有大家哪来的小家。

东台镇安全干事桂亮平入驻何
垛桥派出所开始，只要接到指令，不
分昼夜，随喊随到，实时分析研判海
量数据，及时反馈重要信息。

新东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春进是
一名转业军人，街道管辖六个社区，

专班下四个社区，还有两个社区在
其他专班辖区，两个专班来回跑成
为他每日的必修课。

面对疫情，专班里 24小时不打
烊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很多，这已
成为他们的工作习惯。镇所专班成
立以来，创新思路打好防疫战，第一
时间传达、组织、协调、落实、反馈并
严密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形成民警
与社区、卫生防疫人员密切联动的
战时工作态势。

同时，经镇所工作专班领导进一
步谋划，创新成立了疫情查控二级
专班，社区民警直接入驻社区，社区
干部、民辅警、卫生防疫人员统一行
动、全天候待命，下沉到抗疫的最前
线，确保对涉疫重点人员排查管控
的及时性、数据收集反馈的真实性，
全面提升工作节奏的紧迫性和防控
措施的连贯性。

镇所联动：24小时战“疫”不打烊

记者 刘进涛
通讯员 向云芳

2 月 10 日下午，东台邮政分公
司综合办公室收到两箱沉甸甸的手
套，一共4000只。这是东台分公司
运营监控部的张志波赠送给同事们
的第二批手套了。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为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谈起为什么要赠送这么多手

套，张志波说，“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我的同事们冲锋在第一线、战斗
在最前沿，他们接触的人群多，多一
些防疫措施，就多一些安全。”

在此之前，张志波已经自费将
8000 只手套分别送到东台分公司
的35个邮政网点和后台各个班组，
供一线工作的同事防疫使用。原
来，张志波儿子所在常州威肯防护
用品有限公司经营的医用丁腈手
套，均是马来西亚进口，这次疫情，

使得口罩、护目镜等物资非常紧
俏。每天看到儿子不断地接到购买
丁腈手套的电话，从早到晚忙碌着
打包发货，张志波突然想到单位的
同事也都奔波在一线，更有勇者前
往武汉运输物资，何不让儿子也赠
送些物资给同事们呢。

随后，张志波与儿子商量，儿子
立马应允，并称绿衣使者也是英雄，
这批物资将分文不取，全部捐赠。

“我只是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希

望能帮到大家。大家都安全，我才
放心。”连日来，张志波虽然没有身
在防疫一线，但他也同样坚守在自
己的岗位上。作为一名视察员，监
督和抓好服务质量的同时，他更加
关注一线员工自身的安全。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面对当前严峻的疫
情，他没有退缩半步，而是冲上前
为 邮 政 一 线 的 同 事 搭 起 防 护 屏
障。他的义情善举让同事们深深
感动。

“大家都安全，我才放心”
——张志波向同事捐赠医用丁腈手套12000只

记者 丁然 通讯员 徐海琴

为进村的人测量体温、
劝返外来人员、帮助执勤人
员防护、给防疫检测点消毒
……这是溱东镇草舍村弶
溱公路检测点义务防疫员
——退休女医生周峰连日
来的工作。

从清晨到晚间，这位身
穿白大褂的 59 岁退休医
生，用默默付出和牢牢坚守
给执勤的村干部和来往村
民带来极大安慰和感动。

草舍村湖北返乡人员
较多，与外市区交通便捷，
防疫压力大。2月 3日晚，
周峰路过该检测点，听村干
部说村医每天上门服务居
家医学观察人员，任务繁
重，需要支援。周峰立即主
动请战，要求到检测点志愿
服务。

第二天一大早，周峰就
带着口罩、手套、消毒液、紫
外线消毒灯等物品，在检测

点忙活开了。不是服务进
村人员就是对检测点消毒，
还不时提醒其他工作人员
做好自身防护。对于这样
一位专业医生的加入，检测
点的其他工作人员既心安
又心疼。心安的是，有了专
业医生的加入，这个检测点
会更加安全。可59岁的周
医生每天需要在冷风中站
立8小时以上，连吃饭都只
是凑合。“虽然退休了，但我
还是一名医生，是医生就得
上。”

提起主动请战这件事，
周峰说，“我们那么多同行
都在一线战斗，我怎能坐在
家里袖手旁观？疫情防控
工作不结束，我不会退出！”
守牢草舍村疫情输入性风
险的前沿关口，及时为群众
健康充当“守门人”，周峰践
行着医生的职责和使命。

“我们多做一点，村民就多
一分放心。”周峰说。

退休女医生
披“战衣”再上阵

记者 叶东升
通讯员 周杰 王丽华

2 月 9 日，夜已深了，
室外寒风袭人，梁垛镇台
南防保所里的灯仍然亮
着，53 岁的许桂芹正埋头
核实相关村卫生室发热病
人的信息，一旁的手机已
经打得快没电了。每天工
作 16个小时以上的她，双
眼布满血丝，显得十分疲
倦。

许桂芹是孔堡村卫生
室负责人，兼职台南防保
所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处置、结核病患者管
理、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等
多项工作。然而，一场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破了往日的岁月静好，
让平日里忙碌的她变得更
加憔悴。从 1 月 21 日起，
她就不分昼夜地坚守岗
位，对台南社区 16个村上
报的回乡人员名单逐一排
查核实、登记上报。春节
期间，在外务工返乡人员
较 多 ，防 控 疫 情 难 度 加
大。对此，许桂芹按照政
府的部署要求，同村组干
部、公安民警一道，对返乡
人员逐户摸排，并做好登
记、体温测量和有关信息
采集工作。不仅如此，她

还不厌其烦地指导各村卫
生室医生，对重点地区返
乡人员进行居家观察，普
及防疫知识。

“今天我已解除居家
观察了，真的很感谢许医
生。得知我从武汉回来，
她和村里的医生第一时间
给我做检查，并叮嘱我戴
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
外出。大年初一，许医生
还来为我测体温，真的很
暖心!”1月 22日从武汉旅
游回来的鹤土仑村小史，提
起许桂芹赞不绝口。

农村信息传播相对不
畅，容易造成村民对疫情
认识不足、麻痹大意。许
桂芹通过建立健康微信
群，发送防疫知识以及相
关抗“疫”动态，同时进行
视频演示和讲解，使村民
们对新冠肺炎疫情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进一步增强
了他们的卫生健康意识和
自我防护能力。

“当前疫情严峻而复
杂，我作为党员就应当冲
锋陷阵, 全力以赴做好基
层疫情防控和相关医疗救
治工作，让村民少一份担
忧，多一份安全，这就是我
的使命和初心！”许桂芹
表示。

许桂芹：

疫情防控一线的平凡坚守

常昌华 陈永美

为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春节以来，市交警大队按
照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
的统一部署，坚持“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把疫情防
控 工 作 作 为 当 前 最 重 要 的 工
作、最紧迫的任务，众志成城，
齐心协力，扎实抓好战疫情、保
畅通、护安全各项措施的落实，
全 面 投 入 路 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提高政治站位，高规格启动
工作部署。疫情防控以来，市局
领导多次赴道路疫情防控一线看
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实地督导
路面疫情查控工作。分管局长每
日深入各道路疫情查控点现场指
挥督导。至目前，大队先后召开

专题部署会、工作调度会、专班会
议12次，扎实有序推进疫情防控
工作。疫情防控以来，大队加强
指挥调度，成立了公安交警部门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落实情
况搜集和上传下达工作，大队领
导每天分赴一线开展督导。基层
中队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确
保防控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切
实抓好一级响应机制各项措施的
落实。

科学安排勤务，全方位加强
路面联控。大队细化勤务安排，
切实上足警力，在各关口配合卫
健部门加强对过往车辆特别是重
点区域车辆的查控，全力做好重
点车辆及可疑人员的检查处置工
作，严防疫情向我市扩散。根据
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统一
部署，合理设置调整道路疫情查
控点。自1月27日查控点启动以

来，共出动警力 1310 多人次，检
查各类车辆 5.1 万多辆、人员 15
万多人，其中重点疫区车辆 15
辆，人员45人。大队每日开展情
报信息联合研判会商，落实联防
联控工作责任。加强与相邻地区
兄弟单位信息互通，及时掌握工
作动态，对相关警情做到第一时
间响应、第一时间汇报、第一时间
处置，严防风险渗入我市和向外
扩散。同时，加强与交通运输、卫
健等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不断优
化春节假期返程防疫检查工作流
程和措施，避免排队候检影响主
线通行，确保查控点交通顺畅。
针对近期交通出行规律，大队加
强流量监测、研判预警，突出抓好
交通秩序维护、春运安全措施落
实，重点加强高速公路、省市际卡
口、国省道、城乡接合部、交通枢
纽等重点部位的查控值守，保障

道路安全畅通。会同治安、交通
运输等部门成立联合执法检查
组，强化“黑车”和非法营运车辆
打击力度，有效净化了营运市场
环境。

强化队伍保障，多举措助力
防控战“疫”。大队坚持党建引
领，及时下发了《关于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
知》。各党支部扛起政治责任，广
泛开展立战时军令状、战时表决
心等活动。针对警力不足的实
际，后勤部门民警在每天工作结
束后，夜晚到卡口值班，同时动员
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到卡口值班。
党员领导干部坚守岗位、靠前指
挥；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舍小家、顾大家，在疫情防
控和维稳保畅中充分彰显出忠诚
警魂、爱民情怀、严明纪律和过硬

作风。大队综合部门多方协调相
关部门，在全市 2 个查控点安装
集装箱简易房，配套用电、取暖设
备、办公桌椅等基础设施。并采
购配发医用口罩1000多只、护目
镜100多副、医用手套 500 副、红
外 测 温 计 15 只 、消 毒 液 50 公
斤、发光指挥棒 10 根，确保满足
一线民警、辅警自身安全防护需
要。大队还进一步强化内部安
全防范，组织对所有民警、辅警
及其家属进行了排查，实行每日
报告制，凡有相关情况的人员一
律在家休息观察；加强所有独立
院落的防范，全部配备体温检测
仪，每日对进出人员、就餐人员
等进行体温测试。大队各所队
广泛组织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培
训，扎实做好办公场所、对外窗
口等处卫生防疫工作。交通违
法处理、车管等部门按上级要

求，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暂停
交通违法处理窗口业务受理、调
整互联网交通违法处理规则等
工作。大队综合部门围绕疫情
道路交通防控工作主线，及时整
理挖掘、宣传报道公安交警疫情
防 控 成 效 和 广 大 民 警 忠 于 职
守、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先后
上传各类信息 50 多篇，被各级
新 闻 媒 体 采 用 20 余 篇 。 疫 情
防控以来，中华慈善总会、东台
农商银行、蒙牛集团、长跑协会、
茂森眼镜公司、菁英篮球俱乐部
等单位专程来到市交警大队，向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交警捐赠物
资，表达敬意。

市交警大队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路面防控工作

2 月 12 日，市农机科技志愿者
“无人机飞防消毒服务”正式启
动，志愿者小分队赴镇区、社区免
费提供无人机消毒作业，助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据悉，我市
农机科技志愿者小分队目前有志
愿者 23 人，由市镇农机部门技术
骨干、各星级合作社技术能手、各
农机经销商专业维修人员组成，
他们在积极服务全市农业生产的
同时，助力全市立体防疫。

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夏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