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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日记
2020 年 2 月 15 日 农历正月廿二 周

六 武汉 雨夹雪
早起，外面下着雨雪，昨天早早收到了

启东家人和领导的暖心提醒，做好了防寒准
备。我和同队的健花妹妹乘专车去武体方舱
医院，入舱前，互相反复查看对方着装是否有
误，相互对视，竖起大拇指，一切准备就绪。

入舱后我们负责的是已经收满的C区

患者，和上一班在舱内的同事交接之后各自
去分管区域查看患者情况。

舱内的患者心态很好，而且特别关心我
们。因为长时间工作，护目镜上有雾气，我的
视线也开始朦胧，一位好心的阿姨对我说：

“伢儿，眼罩上多涂些洗手液，就不会有这么
多水气了。走路小心些。”还有一位阿姨在量
体温的时候说：“在家里，你们都是爸爸妈妈
的心肝宝贝，谢谢你们为我们来到武汉，你
们真是辛苦！”

在我领饭为病人送餐的时候，碰到一位
小哥哥，他主动帮我拿餐食：“你去分饭，我
帮你拎着，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帮你分担。”

每一句谢谢，每一次分担，都深深地印
在了我的心里。我觉得，我正在和大家一起

做着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多少的感动会在这
里发生！我们不仅仅是白衣战士，我们都是
中国人，共饮长江水，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
一家人。

待到疫情过去，雨后繁花笑满武汉，加
油武汉！加油中国！

任何苦难在坚强的中国人民面前都将
成为过去！

家人们，我在武汉，一切平安！

■人物介绍
杜蓓华，启东市人民医院护师，2009年

参加工作。目前工作地点为武汉市蔡甸区太
子湖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文字整理：龚海燕）

共饮长江水，我们是一家人

本报讯 2 月
18日下午，江苏南
通二建集团向我市
红 十 字 会 捐 赠
3679982元，向市人

民医院定向捐赠价值
近百万元的医用防护

服、护目镜、口罩等物资
（左图）。
得知我市抗疫医用物资紧缺

后，南通二建当即与以色列分公司取

得联系。公司董事长杨晓东介绍，分公
司接到指令后，充分利用人脉资源，经
多方牵线搭桥，终于联系上一家医疗用
品供应商，找到了稀缺的抗疫货源。从
采购到捐赠，杨晓东每天通过微信群与
海外部、以色列公司保持联系，询问物
资采购、运输情况。与此同时，集团多次
联系以色列、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分
公司，争取尽可能更多地采购国内匮乏
的抗疫物资支援抗疫一线。“这批医用
物资倾注了集团上下10万员工的一片

心意，大家都很关心关注。”杨晓东说。
经过多方努力，2月18日，承载着南通
二建全体人员爱心的防疫物资，送到了
市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

据悉，早在大年初五，南通二建
集团即开始号召全体员工开展“一日
捐”活动，倡议当日，总部率先筹集捐
款20万元，随后3天之内，南通二建
内部捐款突破400万元，共有5000多
名员工参与到捐赠行动中。
（融媒体记者 玉叶 俊程 雨蒙）

启东汇通镀饰有限公司年产300亿只
电子连接器、200万片半导体MINI基
板、5G中心导体40亿只（5G终端发射
台）、半导体引线框架1200万条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年产300亿只电子连接器、200万片半导体

MINI基板、5G中心导体40亿只（5G终端发射台）、半导体
引线框架1200万条项目

项目概况：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关系，计划
在启东市汇龙镇启东经济开发区新洪南路99号厂区现有
6#生产车间3层和7#车间3层内投资15000万元建设年
产300亿只电子连接器、200万片半导体MINI基板、5G中
心导体40亿只（5G终端发射台）、半导体引线框架1200万
条项目。项目建设3条连续镀生产线、1条陶瓷MINI基板
线、1条铝合金MINI基板线、1条5G导体挂镀线、1条非全
镀银半导体引线框架自动线、1条全镀银半导体引线框架
自动线。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300亿只电子连接器、200
万片半导体MINI基板、5G中心导体40亿只（5G终端发
射台）、半导体引线框架1200万条的生产能力。

二、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连接
https://www.eiabbs.net/forum.php?mod=

viewthread&tid=257319&page=1&extra=
#pid653737

纸质版报告书：放置于启东汇通镀饰有限公司厂房内。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联系人：金燕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联系电话：18901461229
三、征求意见稿的征求范围：
启东汇通镀饰有限公司周围2.5km范围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s://www.eiabbs.net/forum.php?mod=

viewthread&tid=257319&page=1&extra=
#pid653737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公众意见表后发送至本公司邮箱或邮寄至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名称：启东汇通镀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燕 联系电话：18901461229
通讯地址：启东市汇龙镇启东经济开发区新洪南路99号
邮箱：1034418045@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本报讯 2月 18日上午，83
岁的全国“五好家庭”主人、南通
最美退役军人徐献高来到市红十
字会，向我市医疗系统捐赠价值1
万元的300只KN95口罩，助力我
市疫情防控工作（右图）。

疫情防控工作到了关键阶段。
徐献高了解到医疗机构一线防护
用品紧缺，尤其是口罩告急。“我想

贡献一份力量，让前方医务人员和
志愿者们都能戴上口罩，做好自身
的防护工作。”徐献高说。

徐献高第一时间组织家庭成
员调动海内外各方资源，想尽一
切办法采购口罩支援抗疫一线，
弘扬优良家风，践行家庭美德。经
多方接力，这批口罩运抵我市。

“这批口罩可以用于日常密切接

触者，还有工厂企业复工现
场采样的疾控工作人员佩
戴。”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陆春
烨介绍。

徐献高告诉记者：“希望能
为家乡疫情防控分担一份责任、
减轻一点压力，在物资保障方面
为父老乡亲尽一份力。”
（融媒体记者 玉叶 俊程 雨蒙）

全国“五好家庭”捐赠万元防护口罩

家庭成员个个出力

本报讯 2 月 18
日上午，一辆满载着
中国人寿启东支公司
捐赠的200箱新鲜水
果的货车来到市公共
卫生中心大楼前，为奋

战在防疫抗疫一线的疾
控工作人员贡献“甜蜜”力

量（左图）。
“这次捐赠是表达中国人寿

启东支公司员工的一份心意，我们

想尽一些微薄之力，让疾控工作者
补充点维生素 C，增强身体免疫
力。”公司总经理徐陟勋表示，希
望能够跟所有的抗疫人员一起打赢
这场战“疫”。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寿启
东支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除了
为一线疾控工作者送去物资以外，
还向启东赴武汉的所有一线医护人
员捐赠每人 50万元保额的专属保
险，为医者保驾护航。“启东赴武汉

的一线医护人员不惧安危、恪尽职
守的奉献精神令人感动，他们的身
体健康也同样时刻牵动着国寿人的
心。”徐陟勋说。

“非常感谢他们的捐赠，这也是
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我们会更加努力
地抓紧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尽管我市
疫情平稳，但我们仍然要保持高度警
惕，一丝不苟地做好各项工作。”市疾
控中心主任周超表示。

（融媒体记者 黄玉叶 黄俊程）

南通二建发动海外分公司筹措防疫物资

5000员工捐款逾400万元

中国人寿启东支公司捐赠200箱水果

贡献“甜蜜”力量

市行政审批局开通利企便
民绿色通道

一天办妥用地许可
本报讯 2月19日下午2点，江苏沃润传动科技

有限公司办事员宋戈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企业新
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批下来了。

江苏沃润传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年生产2万套传
动设备项目是我市新开工重大项目，18日得知企业
办理土地证的需求后，市行政审批局第一时间联系
企业，掌握企业目前资料准备情况，并联合自然资源
局业务科室，与企业敲定19日办理交地确认书、用地
规划许可证、土地证。当天上午，该局各环节审批人
员全部到位，待自然资源局审核完成交地确认书后，
审批局对用地规划许可证所需材料集中审批，现场
上传材料立即出用地规划许可证。“真的是神速，这
么快拿到证，我可以立即去办土地证了。”宋戈说到。

战“疫”期间，服务不断档。市行政审批局积极落
实利企便民服务，会同各联审部门为各重大项目开
通绿色通道，即来即审，以不掉线、不断链的实际行
动诠释审批速度和服务担当。

（融媒体记者 黄欣美 通讯员 赵吉柱）

北新镇男孩视频联系援鄂母亲

“我等妈妈凯旋”
本报讯 2月19日上午，在北新镇红阳村，男孩小

诚通过视频连线，终于见到了一个多月未见的妈妈。
小男孩的妈妈陆蓓蓓是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

队的队员之一。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护
人员日夜奋战在防疫抗疫的第一线。北新籍的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呼吸科主管护师陆蓓蓓与
另两位同事主动请缨，作为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
队队员在除夕夜驰援武汉。

除夕夜，陆蓓蓓与丈夫吃完团圆饭，匆匆赶往医
院集合，当晚8点多，陆蓓蓓的父母接到女儿打来的
电话，“我马上要去支援武汉了。”当晚9点多，陆蓓蓓
上了赶赴武汉的飞机。

2月19日上午，北新镇镇长张丹、人大主席谢石
磊等来到陆蓓蓓的父母家，询问其家人的生活情况。
了解到由于学校无法正常开学，小诚需要在家上网
课而家中却没有宽带网络的情况后，北新镇立即联
系电信公司，安排工作人员为他们安装网络。在借用
邻居的宽带网络进行视频连线后，小诚终于见到了
许久不见的妈妈。“妈妈加油，我等你凯旋！”小诚通
过屏幕给妈妈加油鼓劲。目前，陆蓓蓓所在的上海医
疗队正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奋战。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王凯）

融媒体记者 黄欣美

2月10日上午9时，王鲍镇黄英村顾
某正式宣布解除隔离。至此，全村25名隔
离人员全部解除医学观察，紧闭了15天
的宅门终于再次打开。

18日上午，记者走进黄英村，感受村
子里逐渐回温的热情。村口处，几名工作
人员正在为进出村民测量体温，这个被
疫情“笼罩”半个多月的村子，正在逐步
恢复往日的模样。

一场碰头会，讨论了4小时
直到宣布解除隔离的那一刻，黄英

村党总支书记袁允辉已经连续在新冠肺
炎防疫一线战斗了大半个月。这一刻，他
给妻子发了条信息：“今天晚上，我可以
回家吃饭了。”

自从镇上通知他召开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紧急会议后，他就和同事在村
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怕影响家人，他托
人将换洗衣服转交给妻子，想念女儿简
单视频连线一下后又立马投入工作。他
也成了一个被“隔离”的人。

对袁允辉来说，这场“战“疫”来得太
快太狠。大年初二晚，黄英村村委会一间

会议室里，前后脚赶来的镇村干部个个
神情凝重。当天，也就是1月26日，该村
一名顾姓村民被列入新冠肺炎疑似病
例。黄英村，一下子成了全市关注的焦
点。

“对武汉返乡人员如何排查？”“接触
者实行哪种隔离方式”……一个个问题被
提出来，一个个方案提出又被否决。直到
第二天凌晨，方案终于敲定：密切接触者
送到集中隔离点，其他接触者居家隔离。

袁允辉赶紧起身，接下来他迅速集
合一支由村干部、党员组成的队伍，一系
列措施立即跟上。1月27日早上7时，共
排摸出密切接触者及间接接触者共25
名，进入隔离观察状态。

一次“阻断”行动，只用了两小时
“老乡，请配合登记测量体温。”2月5

日，在黄英村一居家隔离点，村党总支副书
记顾霞说几句话就喝口水润润嗓子。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询问的电话会
打到顾霞的办公室，有不少是来请求“通
融”的，她语气和缓，但态度坚决。

大年初二晚上，顾霞一接到“疫情防
控集结号”便迅速返岗上班，同其他村干
部一起当起隔离人员的“守门员”。此后

的每一天，她大部分是与同事一起蹲着
马路边吃盒饭；家里还有一个念高中的
小孩，丈夫也需要外出工作，一家人初二
到现在就没有团聚过……

“刚收到隔离通知的那天，我整个人
都懵了。”顾霞回忆道，开车回家的路上，
她问了自己一连串的问题：宣传工作怎么
做？隔离村民日常的饮食物资怎么解决？
接下来的健康排查怎么做？

“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
时充分体现出来了。”顾霞很有感触地
说，村两委召开班子会议，召集所有村民
代表和党员干部，把难题一个个摆上台
面，一个个得到解决。早晨7时，25名隔
离人员全部到位。同时，每家农户的门缝
里都被塞进了一张防疫宣传单。

有几位年纪大的隔离人员想不通，
打电话质问顾霞和其他村干部：“把我们
隔离了，你们怎么保障大家的生活？”

与疫情相比，这些困难都好解决。隔
离人员顾某家里有5只小羊，一只电话，
就把饲料送上门；倪某喜欢吃海鲜，隔三
差五去菜场帮他采购；蔡某对酒情有独
钟，一条微信，黄酒、米白酒就到位……

一场群众战“疫”，持续了15天
居家隔离，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黄

英村村干部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
体温测量怎么办？村里请乡村医生

宋玉贤联合村干部组建了一支医疗小
组，24小时对接沟通。偷偷出门晾晒怎么
劝？村里组建了一支劝导小分队，24小时
驻守巡查，遇到不遵守规定的便上前劝
阻。消毒卫生怎么做？村里组建了一支由
村干部、网格员配合协作的工作小组，每
天上门消毒，保障环境整洁。

居民最关心的食材派送问题，镇村
两级联合把关，每天定时“送货上门”。由
于没有任何经验，村干部内心紧张到了
极点。“第一天大家都手忙脚乱，盒饭没
有打包好，菜汁都溢出来了。”黄英村有5
个居家隔离点，比较分散。村干部们经常
私车公用，还要帮他们代买生活用品。

一天天过去，村民的思想越来越统
一。2月10日，时隔15天后，黄英村迎来
了最后一名隔离人员的解除日。“这15天
来，村里没有新增一个确诊病例，这是大
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谈起战“疫”防控，
袁允辉掷地有声，“不管疫情什么时候结
束，我们都会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王鲍镇黄英村镇村干部“软硬兼施”，全村安全度过15天疫情“危机”——

隔离不隔心 战“疫”有温情

盖天力药业20件“槐耳颗
粒”发往湖北黄冈

用于新冠肺炎
临床治疗研究

本报讯 2月15日，启东盖天力药业有限公司价
值20万元的20件“槐耳颗粒”，通过邮政快递发往湖北
黄冈市中心医院，将用于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研究。

启东盖天力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我
市一家专业从事中成药固体制剂研发、制造和销售
的现代制药企业。“槐耳颗粒”是公司着力研发上市
的国家一类抗癌新药。目前，国家正在加大中药对新
冠肺炎临床治疗的力度，有效的治疗药物正在进一
步探索中。考虑到“槐耳颗粒”在肝癌、肺癌等治疗方
面的疗效，黄冈市中心医院将其投用于新冠肺炎的
临床治疗研究。 （通讯员 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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