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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那一天，那个夏
日的午后，当双鱼遇见天蝎，全
都是老天的安排，一样的水象星
座，一样的磁场相近，一样的感
情为重，一样的心心相惜……”
近日，这首由我市市民Carey肖
创作并演唱的原创歌曲《当双鱼
遇见天蝎》在网易云音乐正式上
线，因为爱，他将故事写成歌，又
把歌拍成了MV，而为了让点滴
小爱汇聚成无限大爱，他表示，
这首歌曲上线发布后的所得收
益将全部捐给湖北省红十字会，
为湖北抗击疫情尽自己的一份
绵薄之力。

Carey肖是我市一名普通的
上班族，他说与妻子的相识是

“缘分”。十多年前，Carey肖和
朋友相约来到一家咖啡店，桌
上的一个星座投币机引起了他
的兴趣，投入一元硬币后掉出
一张卷起来的小纸条，“双鱼男
今天会遇到天蝎女……”他打
开纸条读给朋友听，而这时，
从隔壁桌传来了“天蝎女今天
会遇到双鱼男……”的女声，
两人不约而同抬起头，相视一
笑。从此，他们的爱情故事开
始了。

从邂逅爱情到婚后的柴米
油盐，如何让浪漫继续？Carey
肖说，答案很简单，就是两个
字：“用心”。2008年，婚后妻

子的第一个生日，他从荷兰阿
姆斯特丹订购了 19 朵蓝色妖
姬，空运到妻子手中；次年妻
子生日，他又特意从南京艺校
请了小提琴手为她演奏庆生。
十多年里，Carey肖总会想办法
给妻子制造惊喜，用满满的仪
式感诉说着自己对妻子的爱：
亲自为妻子制作生日展板、告
白 PPT；用 21个雀巢咖啡瓶制
作心形花篮；悄悄从妻子手机
里挑选她的照片，精心制作照
片墙；为了给妻子弹奏生日
歌，不认识五线谱、不会弹奏
乐器的他，仅仅花了一个星期
就学会了弹吉他……

“妻子对事业一直很执着，
努力且坚强，更有一颗包容与理
解的心支持着我做一切想做的
事情。”妻子的点点滴滴让Carey
肖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
的。他的用心也感动和影响着
身边的朋友们，“有一次妻子过
生日，我现场连线了很多朋友为
她送祝福，这样的做法也感染了
他们。其中一位朋友对我说，努
力赚钱虽然物质生活好了，可精
神层面的东西太少了；还有一位
朋友回去后就主动清空了他妻
子的淘宝购物车，说要对妻子好
一点。”

去年四五月份，Carey 肖把
他和妻子之间的故事写成了

16000多字的爱情小说，取名《当
双鱼遇见天蝎》。原本他有一个
大胆的想法：改编成剧本，然后
拍成电影。虽然由于种种原因
没能实现，但他却依据此创作了
歌曲《当双鱼遇见天蝎》，并拍成
了 MV，妻子就是里面的女主
角。“我做这些，并不是想炫耀，
而是想告诉大家，要懂得珍惜，
当我们慢慢变老，再回味过去，
因为爱过，也因为一起苦过、累
过，所以才会觉得此生过得特别
有意义！”Carey肖说，这首歌不
仅是写给妻子的，也是写给所有
热爱美好生活、寻找浪漫爱情的
人。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Carey肖决定，将这首歌
曲上线后的收益全部捐给湖北
省红十字会，“一次下载，就是一
次爱心捐赠，让我们爱心接力，
以点滴小爱汇聚成战胜疫情的
无限大爱，尽绵薄之力为武汉加
油！为中国加油！”

根据自己的爱情故事创作歌曲《当双鱼遇见天蝎》，并在网易云音乐上线，他表示所得收益将全部
捐给湖北红十字会支援抗疫——

让小爱汇聚成战胜疫情的大爱
本报记者 陈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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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齐梁义工社携手丹阳民建采购了一批防护用品和水果、
牛奶等物资，慰问坚守抗疫一线的我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医护工作
者和大泊、河阳高速出口的执勤民警、云天救援志愿者以及在丹阳
站北广场的齐梁义工社志愿者。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葛海清 摄）

丹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携手上海国际和平妇保院
乳腺微创手术 ：不缝合、不留疤
健康热线：86982620 联系人：陈小燕（乳腺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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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为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
式为共克时艰作着贡献。市人
大代表、导墅镇下琴村党委书记
张建良，就是日夜奔波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一员，他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精心组织本村疫情
防控工作，守护着下琴百姓的平
安和健康，带头深入群众宣传摸
排，广泛动员本村党员、乡村医
生、村民小组长、入党积极分子
等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发挥
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践行着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一是防控管理网格化。接
上级关于疫情防疫工作指示以
后，张建良迅速组织召开专题会
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提高政治
站位，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来抓，按照分片包干和
网格管理的原则，由七位村主要
干部分片联系党小组长、村民小
组长，明确责任，落实防控措施，
深入一线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及
时汇总工作开展情况，以网格化
管理模式确保防控工作推进有
序。

二是宣传摸排全覆盖。自1
月 26 日开始，张建良组织全体
村组干部对全村开展宣传摸排，
全面激活载体，确保宣传摸排工
作全覆盖。全面入户走访，发放
《给全省广大人民的一封信》
1800余份，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提高全民重视程度；开通全村小
广播，充分利用小广播的宣传作
用，全村 35只小广播 24小时不
间断播送防护知识，号召党员干
部带头开展防控，营造人人重
视、人人防控的社会氛围；开展
地毯式排查，逐户登记，及时了

解常住人口、外来人口、返乡人
员和出租户的动态，对本村 9名
湖北地区返乡人员进行 24小时
监控，密切关注动态，不让其和
家人与外界接触；深入企业宣
传，对村内企业，逐一上门宣传，
告知防控知识、复工时间，登记
外来务工人员，并通知外地工人
延迟返厂，做到疫情防控宣传一
个不漏。

三是检查监测无死角。每
日监测公共场所。组织 3 个小
分队，每日分赴茶馆、超市、浴
室、文化休闲广场等公共场所检
查，严防业主为了一己私利聚
众。每日监测返乡人员的健康
状况。对 9 名湖北返乡人员及
其家人，每日两次上门做好健康
监测、消毒工作，目前情况稳
定。每日巡查交通要道。在主
要交通要道、人口密集地张贴宣
传通告和疫情防控知识，对过往
车辆进行严密监控，外地车辆一
律杜绝入村，杜绝任何形式的传
染源。

四是模范带头作表率。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近十天，张
建良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岗位就是年味！作为村书记，身
在防控第一线，责任最重，不得
有任何的大意和侥幸。”张建良
带头执行所有的防控措施，年初
一就通知所有的亲戚，取消春节
走亲访友，带头佩戴口罩。带头
上门入户登记，带头检查排查，
尤其是对返乡人员的监控。在
他的带动下，下琴村村组干部团
结一心，夜以继日，全力投入一
线，有序推进了该村的疫情防控
工作。

防控疫情，人大代表在行动
前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丹阳市人大常委会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委的决策部署，全力以赴，科学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向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发出
倡议，要求各级人大代表深化思想认识，带头扛起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落实各项工作要求，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和群防群治工作；主动担当作为，带头落实疫情防控的职责任务，积极投
身到网格化、地毯式防控工作中，落实重点人群排查、隔离人员管控、防控物资分发、交通要
道值守等措施，主动捐款捐物、奉献爱心；发挥自身优势，带头汇聚疫情防控的智慧力量，团
结一心，共克时艰，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人大力量。本报今日起将陆续推出“防
控疫情，人大代表在行动”专栏报道。

十天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市人大代表、导墅镇下琴村党委书记张建良疫情防控记实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市人大代表、
丹北镇姚家弄村党总支书记王
国青在疫情面前勇担当，安排部
署疫情防控工作，成立领导小
组，排好值班表，建立了防控疫
情的“坚强阵地”。

1月 23日，王国青接到上级
通知，全面排查姚家弄村从湖北

归来的人员，摸排出 7名从湖北
回村人员，王国青第一时间要求
其居家隔离；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26日，各村民小组长、党员志
愿者挨家挨户分发《防控疫情须
知》告知书，仅一天时间，全村
570户村民全部发放完毕；全村
设卡 7处，每一处都有村民志愿
者管控进出村人员，严格做到外

村人不进、本村人尽量不出。
姚家弄村辖区内大小企业

有近 60 家，工人返丹复工也成
了防疫的重点工作。春节期间，
村委会将“复工申报流程”告知
每一家企业，严格关注企业内外
来务工人员的动向，要求企业严
格遵守规定，不得私自复工。

王国青坦言，当了 28 年的
村书记，这样的紧急防控还是第
一次遇到。但险情就是命令。
王国青亲自带队，坚定值守在抗
击疫情一线，从白天到黑夜不停
歇。干群一心，众志成城，辖区
内越来越多的企业、群众加入到
了物资捐赠队伍，为辛勤付出、
守护村民的志愿逆行者送来了
温暖和关怀。

王国青说：“我是一名人大
代表，也是一名村支部书记，抗
击疫情是我的责任，相信疫情很
快就会过去，春天很快就会到
来!”

疫情面前勇担当
——记市人大代表、丹北镇姚家弄村党总支书记王国青

本报记者 唐菀滢

乡村医生，一群不计报酬、
无私无畏的白衣天使。

“体温正常，但还是要戴好
口罩，不要随意外出，如果哪里
感觉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和我联
系！”2月 6日 7点，导墅镇下琴
村的乡村医生张冬梅就开启了
工作模式，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
监测体温，并再三叮嘱注意事
项，这是她连续在防疫一线工作
的第 10天。每天开展两次外出
务工返乡人员的体温动态监测，
排除病毒携带隐患，坚守在疫情
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是她的工作
日常。

张冬梅是一名普通的乡村
医生，是已故江苏省最美乡村医
生张宝生的徒弟，从医近 30年
来，她和师傅一样，扎根农村，把
自己最美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
片热土，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

和很好的口碑。面对疫情，年近
60的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击
疫情第一线。从疫情防控的第
一时间开始，张冬梅穿行在乡间
小道、农舍院落，对返乡人员摸
排、入户检测体温、开展健康宣
传教育和重点地域消杀，每一项
工作任务她都一丝不苟地执
行。村民们很感激：“冬梅，你是
个热心人，处处都在为我们着
想，能有你这样的医生，真的是
我们下琴村老百姓的福气。”而
张冬梅则表示：“目前所有人无
异常，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

在防疫一线，这样的乡村医
生还有很多，他们甘于奉献，尽
职尽责，为群众解难题、做好事，
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才筑起了
一道坚固的生命防线，让我们一
起为他们点赞。

导墅镇人大代表、乡村医生张冬梅：

所有人无异常是我最
大的欣慰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大年三十一
大早，陵口镇人大代表、陵口村
党委书记蒋朝辉一接到通知，立
即召集全体村两委干部召开紧
急会议。会后，全体村干部全身
心投入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中。

病毒无情人有情，让党旗在
第一线高高飘扬

在村党委的带领下，陵口村
立即组织了一支防疫工作队伍，
参与到这场防疫“战斗”中。他
们中有党员干部、人大代表，还
有志愿者，他们主动放弃与家人
团聚的时间，奔赴在防疫第一
线。陵口村赵林云、赵润强父
子，在武汉全面封城的情况下，
于 1月 27日自驾货车前往武汉
运送医疗物资，1月28日返回陵
口新村小区。父子俩深知自己
被感染的可能性极大，主动要求
隔离，也禁止家人外出，家中生
活必需品的购买就成了问题。
陵口村党委在了解情况后，每天
派人前往其家中，为他们一家送
去蔬菜大米等日常生活用品。

疫情当前，用温暖安抚他人
陵口村在疫情防控中，还遇

到一起特殊事件。就职于丹阳
花王集团的安徽人张雷（化名），
因工作需要长期往返武汉和丹
阳，于 1 月 21 日从武汉返回丹
阳，在陵口暂住，1月 24日前往
市人民医院就诊。村委会在了
解他的情况后，即刻前往他家
中，在与其交流的过程中，他多
次透露出有返乡的想法，在村委
会劝说下暂时同意居家隔离观
察。从他家中回来之后，镇人大
代表、村党委副书记郦建中还是
觉得不放心，又主动与张雷互加
微信，每天与他聊天，安抚他的
情绪。微信聊天中郦建中了解
到，张雷情绪相当不稳的原因是
其女友张某将于 1月 28日从溧
阳女子监狱出狱。得知情况后，
村委会承诺帮他将女友接回，并
上街帮他女友购买衣物、为他转
交信件、与派出所联系出具车辆
通行证明。1月28日一早，村委
会副主任束黎明开车前往溧阳
女子监狱，将他的女友张某接回
陵口，在张某与张雷远远地见一
面后，安排其女友张某返乡。张
雷非常感谢村委会，并保证会居
家隔离至解除医学观察。

陵口镇人大代表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