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责任编校责任编校：：冯冯 秦秦 组组 版版：：施施 佳佳

20202020年年22月月1414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连日来，沈土仑镇村干部以及网格
（长）员日夜坚守疫情防控一线，与家
人聚少离多。2月 8日元宵节当晚，全
体镇干部分头慰问卡口执勤人员，与他
们共同度过一个别样的节日。

卡口帐篷，演绎温馨

夜幕降临，全体镇机关干部分赴
17个管控卡口，与值守人员共度特别
元宵。

简陋的帐篷里，伴着飘溢香气的茶
叶蛋、热气腾腾的汤圆，大家同吃一顿
不同寻常的团圆饭。晚餐简单朴素，也
没有家人的陪伴，却上演着一幕幕温馨
暖心的画面。大家没有太多的欢声笑
语，没有更多的豪情壮语，职责所在却

牢记心中。当下的辛劳，只为共同迎接
未来永远的灯火交映！

见“屏”如面，隔空暖情

顾强，薛鹏村蹲点镇干部，晚上八
点和执勤人员“团圆餐”后，拨通了家
人的视频电话：“心心，元宵快乐！想
爷爷了吗？”

心心是顾强的孙女，与她视频是顾
强最放松的时候。除了想念家人，他还
牵挂妻子的健康，他的妻子负责镇区西
卡口执勤，两人平时相聚也只是短暂的
吃饭时间，然后又回到各自的“战
场”。“特殊时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往
前冲，国家花了这么大代价，疫情形势
会逐渐好转，我有信心。”

二胡奏乐，尽倾心声

“你们辛苦了，元宵节家人不在身
边，我来陪陪你们。”夜色里，柏九村村民
陈天发手拿一把二胡，站在门口有些踌
躇。

“快进来，里面暖和。”村支书赶紧将
请他进了帐篷。

随后，悠扬绵长的二胡声随着陈天
发娴熟的指法在帐篷内外飞扬，丝丝缕
缕，似乎诉说着连日来人们因疫情被迫
宅家的烦闷；时而激昂的节奏，如“疫”线
勇士们战“疫”的信心一样，绝不后退；转
而舒缓的旋律，借着元宵、和着明月、伴
着微风，在寂静的夜空画出了一条空灵
的弧线。

温馨的抗“疫”夜晚

荻垛镇开展系列爱国卫生运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 通讯
员 何晓雯）近日，荻垛镇积极响应市政府
制定的兴化市疫情防控期间惠民便民服
务十条措施，广泛发动全镇党员干部、民
兵、志愿者等，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降
低病毒传播风险，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一是志愿服务宣传劝导。党员干部
在镇村各卡口严格控制登记往来人员，
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内容；志愿者们到居
民小区和村中，挨家挨户发放通告、防控
手册等；镇域内新旧农贸市场，每日都有
集镇办工作人员、城管队员、医护人员、
预备役人员等 4人，对进出市场的村民
进行疫情防控知识普及和口罩佩戴劝
导。截至2月8日，该镇共创建疫情防控
工作群 23个，悬挂横幅累计 157条，5辆
宣传车在镇村辖区内来回穿梭，广播宣
传45个点，发放传单12150份，张贴通告
5405张，2个户外大屏、2个滚动屏循环
播放标语。为广大镇村居民提供了正
确、有效的信息渠道，提高了群众的疫情
防控意识。

二是“零口罩”家庭清零。自疫情阻
击战打响以来，口罩成了必需品，但是在
农村，一罩难求的局面成为常态。据统
计，截至 2月 5日，该镇“零口罩”家庭共
10861户，占全镇总户数的84%。为保障
每户家庭都能得到保障，有效防控疫情，
该镇党委、政府统筹多方资源，自购物
资，同时积极宣传引导村民自主购买佩
戴，加上市发改委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支
持，力争五天内消除“零口罩”家庭。自

2月6日起，该镇组织镇村干部每日分批
将口罩发放至“零口罩”家庭中，截止目
前发放口罩 7207只，占“零口罩”家庭总
数的66.3%。

三是镇村卫生环境整治。除了提供
居民生活必需品的农贸市场及4家超市
外，该镇全面禁止镇域内营业场所经营，
并对营业店面严格规定开放时间。发布
禁止活禽交易及宰杀的通告，并对农贸
市场内活禽宰杀销售区进行拉网式专项

检查。每日定期对镇域内新旧农贸市
场、卫生院、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等公
共场合进行卫生清洁和消毒处理，创新
型利用无人机在特定场所泼洒消毒液，
做到全方面、无死角消毒；完善环卫设
施，对废弃口罩实行集中收集、集中处
理，极大地降低了病毒传染的几率。该
镇计划于新农贸市场内建设一座星级公
厕，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为全镇居民
创造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

抽检农副产品
保障舌尖安全

□通讯员 钱 怡 孙 敏 仇秀娟 王卫明 特约通讯员 邹道海

本报讯（通讯员 葛红存 余友
银 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2月 7日凌
晨，市市监局分管负责人带领食品经
营科、质检中心和垛田、城北分局的
同志，来到本市两家综合性批发市场
富民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和
桃源果蔬综合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
场内经营户购进、销售的食用农产品
进行抽样检验。

此次抽样检验，共抽检猪肉、韭
菜、药芹、青菜等 30个品种食用农产
品 43批次。检查人员凌晨 4点一抽
完样，就投入紧张的检测工作，经过
检测全部合格。

在抽检的同时，工作人员还对经
营者进货查验义务履行情况和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了检查。检查发现，两
家市场没有活禽宰杀和野味经营，猪
肉经营户都能履行进货查验的“两证
一报告”义务，进货凭证保存齐全。
凌晨时分，两家市场值班人员和市场
负责人均在班在岗，并对进入市场的
人员进行认真登记，对车辆进行消
毒，入口处及经营场地摊位都张贴有
防疫宣传资料。

记者了解到，市市监局在疫情防
控期间，将认真履行入市食用农产品
监管职责，继续加大对批发市场食用
农产品抽检的频次和批次，对检测疑
似阳性的食用农产品进行追根溯源，
并采取下架退市、无害化处理等措
施，严控食用农产品风险隐患，严防
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流入市场、摆上餐
桌，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同时，将积极配合市场所在的街道办
事处、商务局等做好疫情防控和市场
内部管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戴尧轩 特约通
讯员 袁幸福）在防控疫情的关键时
期，戴窑镇新唐林村创新工作方法，
利用原兴野村部的闲置车库设立便
民蔬菜点，基本满足村民日常需求，
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员外出流动。

“在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峻
的时期，我们老百姓不用出村就能在
便民蔬菜点买到新鲜、实惠的蔬菜，
而且村干部还会帮我们代买鱼、肉、
日用品等，我们能够安心待在村里，
等待疫情过去。”胡野自然村村民王
春胜对村里设立的便民蔬菜点赞不
绝口。

设立“便民蔬菜点”本报讯（通讯员 花满中 全媒体记
者 冯兆宽）“老爸，现在是全民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关键时刻，
我在微信上都看到家里各村交通路口都
设置了检查‘卡口’，我在外又一时不
能回家，阻击疫情不是哪一个村、一个
镇的事，哪里需要就将物资捐赠到哪
里。”

2月 6日下午，江苏汤氏纺机集团
总经理汤月波，在安徽芜湖用手机与父
亲通话时。正好父亲和兄弟从兴化城区
将购买的捐赠物资，用货车往大垛镇行
驶途中，其父亲汤坚与次子汤浩波二话
没说，毫不迟疑地在半途中将货车停靠
到G344国道垛田街道芦洲路段卡口，将
6箱方便面、5箱矿泉水、5箱八宝粥、3箱

牛奶等应急后勤保障必需品，搬送到该
卡口的疫情防控检查人员手里。

今年 35岁的汤月波是汤氏纺机集
团的总经理，除经营好自己的公司外，
他每年都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爱心“送
温暖、送关爱”活动，购买棉衣、棉
鞋、大衣以及生活用品等送给困难群
众，为村自来水改造，建桥铺路，新农
村建设、镇红十字会、慈善关爱行动等
多次捐款、捐物。

危难时刻，彰显关爱。汤月波心系
日夜处于一线抗击疫情的卡口检查人
员，在微信上得知家乡坚守阻击疫情一
线的防控人员后勤保障必需品短缺时，
远在安徽芜湖的他用微信联系了金顺泳
网俱乐部董事长胥总、万达物流周总等

几个好友，在兴化城王家塘、幸福小城
等 6家超市，帮助购买了方便面 60箱，
矿泉水 40 箱，八宝粥 40 箱，牛奶 50
箱，奶茶 50箱等市场紧俏的货源，价
值 10000余元。父亲和兄弟接到“特殊
任务”后，迅即到镇政府开具了“特别
通行证”，亲自驾驶公司的厢式货车到
兴化城装货，并从兴化城沿G344国道
一路向东，途经垛田街道芦洲村卡口、
林湖乡朱胖村卡口、戴家村卡口、竹泓
镇尖沟村卡口、大垛镇吴阳村卡口、市
兴源轻纺产业园卡口，最终到达大垛集
镇中兴路卡口等 9个防控检查卡口。父
子俩一路开车，一路停靠，一路搬卸捐
赠货物，为疫情防控卡口检查人员后勤
保障物资短缺“解困”。

爱心父子兵

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戴窑新唐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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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病毒无
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后，市红十字会
紧急发布《接收社会捐赠的公告》，号召
全市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奉献爱心，团结
一致，共克时艰。

公告发出后，爱心单位纷纷行动起
来，捐款捐物，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也纷纷
加入进来，尽己所能，为抗击疫情贡献自
己的力量。一时间，一笔笔捐赠如一股
股暖流，汇聚市红十字会，再经市红十字
会精准注入抗疫一线。

第一位给市红十字会送来爱心捐款
的是沈土仑镇 80多岁的老人樊才林，老人
没法出门，又不会使用电子转账，特地让
镇政府工作人员进城办事的时候带去
2000元捐款。周庄镇 69岁的退役残疾

军人管得宽，定向武汉捐款 10000 元。
他说，他在部队被高压电击中差点丧命，
是部队的医生护士救了他的命。张郭镇
75岁的老人梅广才自身患病花了不少
钱，可他毅然掏出平时省吃俭用余下来
的10000元钱定向捐给武汉。

800多个退休老教师集体捐款16万
元，许多孩子送来了他们的压岁钱、奖学
金，全市所有机关部门干部职工捐出一
日工资。

全市教育系统教职员工捐款 180万
元；驻外商会自发捐款 170多万元。顶
能科技送来了 500只口罩、沪楚物业送
来 400箱消毒液、万家福米业送来 30吨
大米、无锡兴化商会送来 300副护目镜
……一股股暖流在市红十字会汇聚。

截至 2月 11日 12时，市红十字会共
接收社会捐款 351笔，共计 7488600元，
目前已汇转使用 3297000元。收到的物
资价值 798000元，已全部按捐赠人意愿
发放到位。

对于募集到的所有款物，市红十字
会全部用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并定时
向社会公开收支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定向武汉的隔日汇出；定向我市医
护人员和一线执勤人员的隔日汇出；捐
赠物资直接下发，不滞留。

市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当前，正值
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爱心不分大小，
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到
抗疫战队，大家携起手来，为打赢这场阻
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市红十字会：汇聚爱心暖流 全力抗击疫情

本该度蜜月的她，剪掉秀发奔赴黄石
本报讯（通讯员 王玉芳 全媒体记

者 李祝海）2 月 11 日上午，由市人民
医院 12名医护人员组成的泰州驰援黄
石医疗队员出征。年轻的护士张颖也在
这支队伍中，刚刚剪掉一头秀发的她显
得清新而又干练。如果不是这次疫情，
此刻的她应该正在和心爱的人享受甜蜜
而浪漫的蜜月。

张颖的一头秀发留了很长时间，是
准备新娘妆盘头的。正月初六本是她大
婚的良辰吉日，先前，结婚典礼筹备好
了、亲朋好友邀约好了、酒席也预定好
了。就在一对新人等待那幸福而又甜蜜
时刻到来的时候，疫情突然而至。张颖
取消原定的结婚仪式，一头投入隔离病
房工作。她是最早一批到隔离病房工作
的，腊月二十九进入病房后就没离开过
医院。正月初六那天，张颖的未婚夫来
到医院2号楼下，隔着楼层对张颖喊道：

“张颖，我爱你！待你平安归来，我会给
你一个更加盛大的婚礼！”连续在医院隔
离病房工作的张颖接到支援黄石的指令
后，立即行动，两个小时后就踏上了奔赴

“疫”线的征程。
市人民医院的驰援队伍中，队员分

别来自医院感
染科、呼吸科和
重症医学科，年
龄最大的52岁，
最小24岁，平均
年龄 31 岁。领
队、市人民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
医师吕锋是这
支队伍中年龄
最大的，也是进
入战“疫”前沿
的最早一批医
务人员，我市目
前唯一的“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就是他首诊收
治的。吕峰表示，要将平时积累的工作
经验运用于实战中，全力救治当地的“新
冠肺炎”患者。

朱安华现为市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
护士长，外科第二党支部组织委员。在
接到疫情防控通知后，她第一时间请缨
加入医院的防控小组，连续在感染病房
工作。朱安华认为，自己在感染科做过

十几年的护士长，对疫情防治工作流程
比较熟悉，对如何自我防护以及如何护
理病人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作为一名
党员，与曾经的同事、战友上战“疫”最前
沿，她心里觉得十分的踏实。几个年轻
护士的父母听说她与孩子们一起出征，
当即表示：有这位温柔细心的护士长与
孩子们在一起，做家长的也更加放心了。

“拼命三郎”
陈山宝

□全媒体记者 韩 婷

2 月 10 日上午，记者见到市城
管局环卫处主任陈山宝时，他正在
路上巡查卫生保洁情况。

“疫情发生后，我们闻令而
动，把抗击疫情作为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的主战场。”陈山宝告诉记
者，抗击疫情，环卫工作首当其
冲，作为部门负责人必须亲力亲为。

市民每日佩戴、更换的口罩，
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成为“传染
源”。早在1月28日，陈山宝就组织
成 立 “ 废 弃 口 罩 专 项 清 运 突 击
队”， 要求对废弃口罩实行“专人
管理、专用容器、专车转运、专门
压缩”。当夜，全城 192 个住宅小
区、20个公共场所及主要路口，安
置了 236个贴有“废弃口罩收集桶”
标志的垃圾桶。29日上午 8点，20
名突击收集队员骑着 11辆电动“废
弃口罩收集车”，穿行在全城 192个
住宅小区和 20个公共场所与主要路
口。

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陈山宝
每天工作都在 10个小时以上，带领
着824名环卫员工呵护着城市每一处
环境。在陈山宝的带领下，“垃圾清
零突击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
疫阻击战中”更是勇往直前。他们
把服务延伸到后街背巷，延伸到每
一个需要的地方。垃圾清零突击队
每天两次对市人民医院地下车库的
垃圾进行专门收集、转运。针对群
众求助、网格反馈，垃圾清零突击
队都及时处理，确保卫生防疫无死
角，对城区及开发区等各垃圾收集
点做到日产日清，确保“垃圾清
零”名副其实。目前，垃圾清零突
击队日转运垃圾30多吨。

为了助力这场防控疫情阻击
战，陈山宝还组织 16名党员成立环
卫处党员突击队，参与到社会性防
控活动中。交通要道出入车辆检
查、社区外来人口调查、住宅小区
进出口守护，总有环卫人的身影。

“我们平常就是搞卫生环境的，在这
个特殊时期，更要守护好健康。”陈
山宝说。

□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 通讯员 姚俊栋

张颖（右）与送行人员作别。

本报讯（通讯员 徐奎华）为加大
疫情防控宣传力度，近日，安丰镇民
间广场舞健身队纷纷把平时健身使
用的 16 套音响送到镇政府，用于人
员、车辆出入较多的重点卡口的疫情
防控宣传。

广场舞音响
助阵防控宣传

陈山宝（左）在一线巡查。

本报讯（通讯员 时庆涛 于海元
洪 梅）这些天，陈堡镇向沟村与全镇
15个行政村一样，封卡禁止人员进出
村口。为了保证村民生活所需，村支部
成立了服务小分队和民兵应急小分队，
通知村民到哨卡登记购物订单，便于代
购服务。这一揽子包下来，并不是轻松
事，采购队往往要来来去去折返许多

趟。2组村民房某身患尿毒症，一下子
要采购六七种药品。为此，村会计走了
几家医院才配齐，令房某非常感动。

村民们的生话所需解决了，但村民
们还有一个所需无法解决，急得团团
转。有许多小学、初高中生宅在家中，
接受学校网上布置作业。作业只能发到
手机上，要通过电脑打印成纸质作业。

村口路封了，出不去，即使放行，集镇
上所有文印社关了门，也无法解决。村
民们想不到的事，村支部想到了。村里
开设了特别服务窗口，由大学生村官唐
小梅负责为中小学生打印学习资料。不
少学生家长为村里的服务所动，自愿请
战参加防控。

村民有需求，村干部“跑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