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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防控阻击战发展总体战防控阻击战发展总体战

记者 潘璐璐 通讯员 周如歆

正月初三到现在，胡亚翠天天
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驾驶着一辆
白色的大卡车，载着满满当当的油
米果蔬，来回奔波在公司、乡镇
（街道）、医院的路上，为防疫一线
送去源源不断的“储备粮”。

胡亚翠是宁海圣猴果蔬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下属宁海农副产品展示

展销中心、宁海消费扶贫店的副总
经理。“每天的任务就是配货、送
货，医院每天跑一趟，给医务人员
送水果。乡镇就看订单，下订单了
我就立马送去。”胡亚翠说。这段
时间，她跑了 11个乡镇 （街道），
每个地点几乎隔天就去一趟。有时
刚去完长街，又要去深甽，一天

“横穿”宁海好几次。
今年春节，疫情突如其来，乡

镇工作人员全员上岗投入“抗疫”
战，“温饱问题”一下子让乡镇食
堂措手不及。“我记得大年初一，
好几个乡镇给我打电话，米还有
吗？油有多少？明天能送吗？当时
大家都很着急。”胡亚翠回忆说，
还好公司年前采购了大量食品，储
备充足，当天她就和公司负责人商
量，尽快安排好配送货事宜。

“在汇报工作时，胡亚翠就主

动请缨承担配送的活。她是一名入
党积极分子，想向正式党员看齐，
和他们并肩作战。”

长时间的辛劳，胡亚翠身体有
点透支，公司负责人劝她休息，让
其他人顶几天。胡亚翠一口拒绝，
用她的话说，这段时间跑下来，各
个地点的防疫措施她都了解，一线
工作人员看她也眼熟，干起活来熟
门熟路，没人比她更合适。

粮油食品送上门

防疫期间的专职“配送姐”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
讯员 林吉） 2月 14日，县金
融办兵分三路，走访了交行、工
行、农商行、邮储银行、农行、
中行、建行、杭州银行等 23家
银行，人保财险等 86 个网点，
开展审批检查工作并全部审批同
意复工。

为帮助全县金融系统顺利开
工复工，县金融办不断强化责任
担当，肩负起行业复工的责任，
打好“协调战”“复工战”“帮扶
战”三场“战役”，加强指引、
优化流程，推动我县金融系统科
学安全有序复工。

据了解，自金融行业开始复
工以来，县金融办迅速成立县金
融行业复工领导小组，分别做好
综合协调、复工审批督导、金融
应急服务等工作，动态排摸金融
机构人员，全面了解金融机构复
工后的物资保障情况，协调解决
金融机构的实际困难。同时搭建
宣传阵地，挖掘支持实体经济的
先进典型，不断提升企业家对复

工复产的信心。
针对全县网点多（共 227个

网点）、覆盖广、服务急的特
点，县金融办建立复工审批群，
快速制定指导标准，加紧复工审
批工作，提高督查暗访频率，通
过审前在线收件、岗前培训，审
中上门服务、现场核验等方式，
实 现 网 点 复 工 审 批 “ 零 次
跑”。

同时，县金融办深化金融服
务，通过政策落实、服务前移和
信息联动，全力帮扶金融系统开
工复工。其中，引导金融机构支
持企业复工应急融资，并对减免
贷款利息、增加授信支持、降低
费用、到期贷款进行延期或续
贷、其他优化金融服务五方面的
政策进行汇总。截至目前，抗疫
援企期间我县累计投放信贷资金
4.41亿元，涉及1019家客户；免
息贷款额度6.52亿元，已落实免
息 427家客户，已落实免息的贷
款额度 1.42亿元；续贷 446户，
续贷金额11.69亿元。

县金融办打好“三场战役”
助金融系统开工复工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
讯员 林吉） 台州银行宁海支
行在兴农卡工作上一直走在前
列，始终坚守深扎村居理念，在
周边村居精耕细作，在服务小
微、振兴乡村上作出了不俗的成
绩。截至 2020年 2月 17日，支
行存量兴农卡 1006张，合同金
额 9600多万元，使用金额 6100
多万元。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举国一心抗击疫情，宁
海地区各村居实行了半封闭式管
理，各交通要道实行管制，各企
业延迟复工。这导致不少兴农卡
客户丧失收入来源，尤其养殖户
受到影响严重，销路收窄，而价

格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在这种
情况下，台州银行宁海支行急客
户所急，在支行行长牵头下，整
理出一份 500人的名单，预计新
增授信 2000万元。在支行无法
开业的情况下，居家办公的客户
经理和主管主动联系客户，关心
关怀客户，通过 PAD、电子渠
道等线上操作手段给有需要的兴
农卡客户提额。截至2020年2月
17日已为 118个客户提额，金额
达550多万元。

台州银行宁海支行默默做好
抗击疫情大军中的小螺丝钉，做
好基础金融服务，关怀客户，共
克时艰。

台州银行宁海支行
授信2000万元助养殖户融资提额

本报讯 （记 者 潘 旭 婷
通讯员 应秀珍） “喂，蒋秋
晴吗，你们又有 2箱货到了……
还是送到昨天的地方吧？请放
心，我们一定会保障你们的物资
安全！”至此，从宁海寄出的整整
14大箱物资通过中国邮政绿色通
道，于 2月 17日全部送到援鄂医
护人员手中。

从2月9日出发至今，县第一
医院医疗健康集团党委不仅安排
专人负责他们的后勤保障，而且
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集团党委书记翁责茗这些天
跟队员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前线
你们扛住，后方交给我们！医院
就是你们的娘家人，需要什么及
时和医院联系，我们第一时间安
排寄送。你们要平平安安地出
征、平平安安地回家！一个都不

能少！
此次寄出的 14箱物资里包括

袜子、一次性压缩毛巾、洗浴用
品、雨鞋、榨菜等等，以及女生
需要的生活用品都备上了。增援
武汉的呼吸内科护士长蒋秋晴
说：“真是太感动了！一应俱全，
里面还有各所在科室小伙伴和家
人给我们寄的爱心！这不是普通
的物资，这是我们娘家人的一片
心意啊！”

取物资时，当医护人员习惯
性地对快递小哥表示感谢的时
候，眼圈微红的快递员却说了一
连串的“谢谢”！

“在武汉，我们听到最多的就
是这两个字：谢谢！”蒋秋晴说，

“其实对于在武汉的我们何尝又不
是满满的感动呢！谢谢家人对我
们的支持、谢谢娘家人对我们的
关爱、谢谢队友们彼此间的关
心，也谢谢武汉人民对我们的照
顾……”

前线你们扛住 后方交给我们

“娘家人”发送14箱生活物资支援医疗队

昨晚，自在城小区29幢的一户业
主正在制作特色小吃“青饺”和
“团”等夜宵，准备送到小区保安室。
疫情发生后，该小区万科物业与社工
以及志愿者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尽责、尽力守护着小区，很多时候只
能靠面包、方便面等充饥，业主陈女
士等10户爱心居民看到后，换着花样
做红豆粥、炒饭、水饺、鸡翅、青饺
等小吃点心，每天送到门口值守的保
安手中，已经连续送了一个多星期。
“你们辛苦守护着我们大家，我们也要
守护好你们。”爱心居民说。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葛萍萍 摄）

你守护大家
我守护你

宁海县第一医院援鄂护士 应之乐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毕业都
近四年了。从来没想过是以这样的
方式回湖北。

医院发出援鄂召令时，我是有
些激动的，也不知为何，平时“贪图
享乐”的我，在家国情怀面前总有一
股热血沸腾之感。以前大班导就一
直夸我是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好姑
娘，这不，我更应该来了。是为心中
之意，更是为湖北之情。

在襄阳的三年，感恩大班导的
照顾！从未离家远行的我怯生生地
只身一人来了，犹记得当时的紧张
和不安，这一路走过来，是大班导和
吉美学姐一直鼓励我、肯定我，坚定
不移地支持我管理班级，相信我、保
护我。军训时的舞蹈、操场上的小
提琴伴奏、护城河边的心事、中秋节
的晚餐……一切一切我都记得。

妈妈常说：给过恩情的人一辈
子都不能忘！一直把湖北当成第二
故乡，毕竟是承载过青春欢笑与成
长的地方啊，怎忍心眼见她陷于水
深火热而不顾。不过不瞒大家说，
一开始我也有些害怕，毕竟武汉是
风暴中心，生死一线的地方，该怎么
和家人交待。带着自责和亏欠，如
实相告了我的想法，和晓磊是保持
通话的，他一直以来也是拗不过我
的，只说：虽然我内心很抗拒，但还
是会站在你这边；妈妈一直不停地

不停地说：是啊，你是党员，应该去，
去吧；也听到了不善言辞的爸爸语
气中的不舍和担忧，更感激公公婆
婆的理解和厚爱，就这样得到了他
们的支持，毕竟我可是全家人的宝
贝，从来没被拒绝过呀。可也是为
了心中的使命感，为了保护曾保护
过我的“亲人”。

通知发得急，时间紧迫，去医院
培训完，匆匆忙忙回家拿行李，笑着
挥手，跟家人说很快就回来了，却不
敢直视他们的眼睛。

接下来的所有环节我都是懵
的。思考了很多事，比如陪伴、梦
想、生活……才发现一直以来搁置
了太多事，心中有遗憾和牵挂才会
在危险来临之际如此割舍不断。我
泪点可低了，家人朋友同事的每一
句关心都是巨大的心灵冲击，好不
容易止住了，一听大班导发来的语
音又泪崩了：千叮咛万嘱咐，之乐你
要保护好自己，做好防护戴好口罩，
但不及那一个“哎”字的重量，我知
道大班导在为我焦虑，他还联系了
同济母校的老同学、找曾教过的学
生，拜托他们照顾我，嘱咐我有难题
就近找他们，安心工作，有任何麻烦
及时联系他，不愿让我来，但更为我
骄傲和自豪吧，朋友圈发了又发：是
我1304班的大班长，她来湖北支援
了。我很感动，也很想念他。那个
如父亲一样存在的他……

抵达战场快十天了，夜深千帐

灯。狠心剪去了最心爱的长发，没
有哭，我是不是很勇敢。也在努力
快速吸收着新知识，第一轮班后，初
步了解了工作模式和病人情况，我
们接管的是同济医院光谷院区E3-
3病区，满床。因为不安，所以不断
练习操作、复习流程，庆幸我虽低年
资，却经历过呼吸内科、创伤外科、
EICU，还有短暂的 ICU 和急诊修
炼。同行的更是有亲近的护士长，
熟悉的姐姐，还有同为舞蹈队的女
孩子，我们互相照顾着。其实我还
一直觉得练舞的女孩儿比别人多了
一份坚韧和耐力呢，自夸中。

到了武汉，不停收到感激和
谢谢，连同大班导的那句“武汉
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听着很揪
心，本是一家，有难就该一同渡
过，所以大家才从四面八方赶来
不是吗？我和他说，真的很爱这
万众一心的感觉。这次跟随的宁
波医疗队更是以强大的后援力量
保障着衣食住行与工作，还有我
们娘家医院的关心和爱护，总而
言之，是一次又一次的感动，无
形 中 化 成 了 巨 大 的 力 量 支 撑 着
我，但愿能以我微小之力帮到大
家一点，哪怕给谁带去了半分希
望也好。

病房里的阿公阿婆叔叔阿姨
们看到我们总有抑制不住的兴奋
与好奇，问我们是哪儿来的呀，
不停夸我们聪明，还说声音也很

好听呢，很开心，瞬间感觉这令
人窒息的防护服都变轻盈了，还
有病人写了表扬信，真是暖心。
领 队 提 醒 我 们 医 身 的 前 提 要 医
心，心暖了一切都好办，所以我
准备在衣服上写大大的“与你同
在，一起加油！”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
是 多 么 令 人 向 往 和 自 豪 的 城 市
啊！武汉，湖北，我们都来保护
你 了 ，要 加 油 ！ 一 定 会 好 起 来
的，到那时，再续汉阳游！

（写到这里，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应名之乐，今年 26 岁，新婚
三月有余。爱国风、爱舞蹈、爱
拍照、爱美食，最近才读懂边塞
诗，正与一群同怀赤子心的战友
坚守在一线。待疫情结束，我想
飞 奔 回 家 ，拥 抱 等 候 多 时 的 家
人！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嗯
……还要完成一直被推迟的蜜月
以及人生计划！）

“与你同在，一起加油！”

日前，退休老人陈在青来到跃龙
街道东海社区，将2000元爱心款捐
赠给社区，希望能给社区购置些口罩
等防护物资。老人表示，钱虽不多，
但也是一片心意，希望能为疫情防控
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钱炫杞 摄）

我只想出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