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1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徐飘 邮箱: 1443195301@qq.com

视 点

漫天白雪兆丰岁。连日来，岳西
县受寒潮影响，出现降温、大风、雨
雪等恶劣天气。雪景虽美，却给基层
防疫工作带来了挑战。战斗在防疫一
线的工作人员丝毫没有因为这场大雪
而松懈，在风雪中严防死守。

2月16日，记者来到石关乡张家村
S337大坳疫情防控卡点，远远看见有
人在路上铲雪，忙得不亦乐乎。“昨天
下了大雪，道路不通，车流量更少
了，我们想着与其干坐着，不如动起
来铲铲雪，既暖和了自己，又方便了
大家。”张家村党支部书记王杰说。

为有效控制疫情输入风险，石关
乡设立龙潭 G105 桃岭、石关 G105 界

岭、象形S337夹坳、张家S337大坳四
个与外乡交界卡点，实行交通临时管
控，严格检查来往车辆，劝返外地车
辆人员，加强对进出乡人员、车辆的
控制，严防一切输入式疫情，确保从
源头上遏制住疫情蔓延势头。

“您好，请问您去哪里?”“有没
有通行证?”“雨雪天气，请小心驾
驶!”在龙潭村 G105 桃岭疫情防控卡
点，县公安局主簿派出所民警张帅对
来往车辆逐一排查，测量人员体温，
并详细登记在册……张帅家在合肥，
生于 1997 年，于 2019 年 9 月份上岗，
从除夕夜值班以来，一直坚守在岗位
上，来不及回家探亲。“第一次在外地

过春节，说不想家是假的，身着警
服，责任千斤重，疫情当前，只能舍
我小家顾全大家。”张帅对记者说。

石关乡的4个防疫卡点海拔均在八
九百米，大多处于风口上，最低气温
达到了零下8摄氏度，最深积雪达到了
10厘米。其中龙潭村G105桃岭疫情防
控卡点是石关、头陀、主簿、巍岭、
黄尾、姚河6乡镇的必经之路，车流量
最大，任务最重。“昨天下大雪，防疫
工作人员还24小时值班值守，实在是
很辛苦，我们一定配合他们工作，做
到不聚餐、不串门、不拜年。”卡口附
近居民汪金连给防疫工作人员送来了
两瓶热水。

在响肠镇请水寨村叶湾卡点，67
岁的王启节老人不顾年事已高，不畏
严寒和疫情，主动加入防疫一线，自
告奋勇在卡口坚守。“我家就在这卡口
附近，我还不老，要为国家作出自己
力所能及的贡献。”王启节老人说。

在风雪中他们各司其职，24小时
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日夜奋战在
卡哨战“疫”最前沿，当好防疫“把
关人”。

据悉，自 2020 年 2 月 6 日起至
今，岳西县无新增确诊病例，累计报
告确诊病例8例，均转至安庆市定点医
院治疗，累计治愈出院7例，无死亡病
例。 (刘辰 徐飘)

雪中坚守 疫情防控不放松

位于城南社区的阳光小区出入
口处，一大清早，就陆续有住户下
楼来领取预购的生活用品。出入口
处设置隔离警戒线，由志愿者送到
线外，住户在内领取。整个过程流
畅而快捷，既确保了住户不出小区
就能购买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又
没有因为领取物品而产生人员聚
集。

当前正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阶
段，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城
南社区严格按照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文件要求，对阳光小区实行全封闭
管理，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
每日两次消毒，并有无人机从高空
对小区进行全面消毒。住户需要购
买生活物资的，由志愿者帮助代
购，彻底隔绝小区内住户与外界接
触，达到封闭管理的目的。不仅如
此，小区内独居住户徐女士，近期
家里煤气用尽，社区志愿者了解情
况后，主动上门帮助其把空罐搬
下，待灌满后又搬到徐女士家中安

装完毕，才带着满头大汗回到岗
位。“虽然小区在实行封闭式管
理，但是小区的志愿者给我们提供
了很多生活上的帮助，我们足不出
户也能感受到温暖，我相信在大家
共同努力下，我们会很快战胜疫
情。”。徐女士告诉记者。

同属全封闭管理小区的城东小
城宝邸，除安排专职消毒人员对楼
梯、走道、公共场所等场合进行定
期消毒外，还安排社区志愿者购买
大量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全部
以批发价格提供给小区内住户，保
障封闭管理下群众生活物资不断、
不缺。

生活物资有保障，群众心底才
不慌。“目前，小区封闭管理工作
得到了广大居民的支持配合，我们
也将继续做好群众生活物资的保障
工作，相信不多时，我们定能战胜
疫 情 ， 打 赢 这 场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城南社区党委书记程贤武告
诉记者。 (胡源 刘辰)

小区全封闭管理 隔离不隔心

2月 13日，县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后勤保障组
工作人员来到岳西一酒店，看望慰
问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

2月8日，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为了让一线医
护人员休息好，在县城选了一家酒
店，为他们提供食宿保障。酒店接
到任务后，迅速安排了80多间房，
提供最好的服务，每天有80多名医
护人员在酒店休息。

“我们主要任务是给医护人员
提供好的住宿，好的用餐，让他们
能够有充沛的精力，奔赴一线战
场。他们守护县城人民的生命健
康，我们守护他们的健康安全。”酒
店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后勤保障组为医护人
员准备了水果、面包、牛奶等生活
物资，酒店方面为了让医护人员住
在酒店有家的感觉，只要是医护人
员提出的合理诉求都能得到满足。

今年已经64岁的储飞跃，是岳

西县医院的一名传染科退休医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他放弃春
节休假，主动投入到战“疫”一
线，已连续工作20多天。“在新冠
肺炎战‘疫’打响之际，我们听从
党的号召，越是艰险越向前，发挥
自己的余热，做出应有的贡献。”岳
西县医院医师储飞跃说。

万小情是岳西县医院的一名普
通护理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她主动请缨，放弃休假，第一
个进入到岳西县传染病区，在隔离
病房，一呆就是4个小时，每天带
着疲惫回到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
和即将中考的儿子视频连线。

“县委、县政府对我们医院的
疫情防护人员十分关心，为我们提
供最好的住宿和生活条件，也是为
了让他们避免打扰家人，更好的休
息，以便更全身心的投入到一线工
作之中。”县医院院长吴南昉介绍
说。

(余飞 王云峰 储昭强）

“疫”线医护人员的
“温暖港湾”

1月23日，除夕的前一天，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县
医院放射科主任江克俭拿起电话，那头传来发热门诊医
生急促地声音，有一位来自武汉的发热病人需要检查，
请放射科提前做好接诊准备。

武汉归来，有发热症状，结合当前愈演愈烈的新冠肺
炎疫情，江克俭断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病人。曾经参
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工作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岳西的新
一轮战“疫”可能就此打响。他立即通知科室工作人员
疏散放射科外候诊的病人和家属，并要求参加检查的医
务人员做好自身防护。平日主要负责诊断的江克俭，这
次让年轻人在电脑上进行操作，自己穿上防护服，亲自
把病人带上CT机床。结果出来后，图像显示病人双肺侵
犯，呈多叶斑片状、有毛玻璃样病灶，多种迹象符合当
前新冠肺炎的症状。随后，江克俭与同事第一时间对机
房CT机架、机床、空气进行紧急消毒，并要求暂时关闭
了检查功能，一小时后再给其他的病人做检查。同时嘱
咐好科室工作人员加强防护级别，穿好隔离服，严格按
照甲类传染病管理标准处理好医疗垃圾。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县医院立刻决定取消春节假期，所有医务人员全
部上岗，应对疫情。随后几天，岳西县启动了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宣告战“疫”打响。

县级医院尚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患者有发热、咳嗽
的疑似症状全凭一双火眼金睛来分析CT影像的表现。新
冠肺炎疑似病例的确诊，肺部影像改变是重要的诊断标
准，为判别新冠肺炎提供重要依据。放射科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但同时也是责任和压力。接下来的时间里，
每天到放射科做CT的病人多达百人，最多一天有130人。
怎样精准甄别出新冠肺炎患者，就全靠医生的火眼金
睛。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下，放射科十七名医务人员在江
克俭的带领下，从新冠肺炎诊治方案第一版学习到第五
版、修订版，了解传播途径，甄别方法。58岁的江克俭
也将自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影像观察经验向大家传授。
确保不放过一株狡猾的新冠肺炎病毒。不仅如此，为防
止新冠肺炎病毒在乡镇蔓延，县医院放射科还对县内13
个乡镇进行业务指导，承担起乡镇医院新冠肺炎的影像
筛查工作。就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岳西的8例确诊病
例，7例是县医院放射科第一时间检查发现，另外1例是
江克俭与店前镇医院视频会诊后，高度怀疑为新冠肺炎
疑似病例，转入县医院感染病区并最终确诊。战疫一
线，放射科战绩赫然。

2月9日，在县医院第一批赴湖北开展救治任务的三位医务人员出发
后。放射科立即写了请战书，其中写道：“目前一线放射工作人员紧缺，任
务繁重，工作量巨大。我们愿能为疫情防疫战争贡献自己全部力量，替换
前沿一线奋战已久的工作人员。”放射科九位同志庄重地按上红手印，随时
准备出征湖北。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冲锋在前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每一次与疾
病的“短兵相接”中用自己的“危”换来病人的“安”。江克俭和放射科的每个人
就是这场战“疫”中的观察手，让后续医务人员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地开展
诊治工作。目前，我县8例确诊患者出院7例，仅剩1例未出院。“相信在全体医
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我们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面对镜头，江克俭信心满满地说。 （胡源 储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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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一年一度春耕备耕的
黄金期，也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关键期，毛尖山乡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统筹兼顾、科学安排，

积极组织开展春耕生产，做到“两
手抓、两不误”。

吴传攀 陈庆鹏 摄

防疫春耕“两不误”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田头乡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在防疫一线忙碌的人
群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曾
经的贫困户，但是在特殊时期，变身
为“防疫户”，在战“疫”的队伍中，
熠熠生辉。

从“贫困户”到“志愿者”

“请问，你是哪里人?进村做什
么?麻烦出示证明，我们需要登记
……”宁河村吴太峰正在村疫情防控
哨卡忙碌着。吴太峰在疫情一线的怀
岭卡哨自愿坚持站岗5天，对出入人员
全部登记在册，累计劝返15人。

“设卡防控疫情为大家，大家的
事就应该大家出力，何况自己以前是
贫困户，政府和村里都没少帮助我，

现在我就应该为这次疫情防控贡献一
份力量。”吴太峰介绍说。

自疫情发生以来，该乡多名已脱
贫群众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哨卡值班工
作，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不管白天还
是夜晚，防控哨卡总能看到贫困户的
身影。

从“被帮扶”到“去捐赠”

“闵山村的父老乡亲：新春佳节
之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疫情
肆虐!牵动着我们所有人的心，让我们
一起行动起来，无论捐款捐物都是一
份爱心。人间自有真情在，爱心捐款
暖人心!”这是闵山村已脱贫户万徐彬
在党员群里发的倡议书。他是一名年
轻的共产党员，并自己带头捐赠 200
元。在他的号召和带领下，党员群众

纷纷向闵山村党支部捐款，截止2月11
日闵山村委会共获得捐款17750元，为
闵山村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家里生
活一天天好起来了，现在全乡上下在
防控疫情，乡里、村里的干部日夜忙
碌着，我想也尽自己的一份力，回报
社会，报答党的恩情。”万徐彬如是
说。

从“脱贫户”到“宣传员”

泥潭村的徐清理，虽然身患三级
残疾，但还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带头宣传，每天骑着摩托宣传防疫知
识，并积极参与岩上卡哨值班，主动
参与网格包保白果组近20户，上门排
查摸底、发放防疫明白纸、宣传防疫
等相关知识，做到户户上门、一丝不

苟。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只要我

们每个人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一定
可以战胜疫情。”徐清理激动地说。

“当下，贫困群众能与党员干部
一起参与疫情防控，让我们更加有信
心，也是对我们精准扶贫工作的肯
定。”泥潭村党支部书记蒋六根说。

面对形势严峻的疫情防控工作，
田头乡越来越多的贫困户主动参与，
都希望在抗击疫情的一线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有的贫困户参与到值班工
作中，有的贫困户帮助张贴公告保障
后勤……脱贫不忘党恩，贫困户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着党的恩情。现
在，田头乡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场没有
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势在必
赢。 (陈庆鹏 姜刘华)

田头：脱贫念党恩 战疫到一线

柳梢鹅黄，茶枝泛青。雪后的袁
家渡畔，春意日浓。

袁家渡所在的菖蒲镇毛畈村，海
拔全县最低，春天来得最早。

人勤春更早，产业见效快。山边
茶园里，戴着口罩的茶农在忙碌着。

“这几天都在给茶棵施肥、除草，天气
越来越暖，估计再过十来天就要采新
茶。”一位茶农告诉记者。

毛畈全村 384 户，茶园面积 1200
亩，户均3亩茶。“茶叶收入是各家各
户每年的第一桶金，大户收入过2万，
最少的也有3000元。”毛畈村党支部
书记姚有志介绍。

疫情防控不松劲，采茶季又即将
到来。茶叶怎么卖？可有人收购？价
格如何？面对群众的担心，毛畈村

“两委”紧急商量对策。“村里有两家
私人茶厂，我们已上门对接，安排他
们检修设备，扩大产能，做好收购或
代加工的准备。‘两委’班子成员也都

在积极联系，做好销售干茶的准备。”
姚有志如是说。

毛畈村，曾是县里挂了号的贫困
村、三无村、涣散村。2014年，全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140户421人，贫困人
口近 30%，村内没有一条通组水泥
路，无企业、无集体经济、无特色产
业，村委会欠债达60多万元。

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毛畈村通过抓党建引领、抓
人才回归、抓产业融合，打出脱贫攻
坚组合拳，坚决啃下“硬骨头”。动员
在外创业有成的姚有志回村任村党支
部书记，发挥头雁作用，班子战斗力
迅速增强。以三变改革促三产融合，
建生态农业示范园，种葡萄、火龙
果、红米，养螃蟹、龙虾；建果酒加
工厂，延伸产业链；开发北漓江漂流
项目，打造特色民宿和农家乐，加快
发展乡村旅游。

2019 年，毛畈村乡村旅游火了，

全年接待游客2万多人，新增特色民
宿、农家乐50户。玩漂流、摘葡萄；
品美酒、吃螃蟹，农家乐红火，集体
经济收入也增长至 50 万元。截至目
前，全村仅剩林贻志1户4人未脱贫。

“昨天，林贻志给我发来短信，
说已到达上海。他能顺利就业，我就
安心了。”姚有志介绍，2月14日，林
贻志就带着村里开具的健康证明，启
程返回上海。在一家企业上班的他，
年收入5万元。家中还有4亩茶园，尽
管妻子患大病要常年吃药，但今年脱
贫完全没有问题。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如
何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在
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毛畈村“两
委”紧紧抓住两个关键，一是积极联
系帮助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力增实现
收入不减。二是继续走产业富民之
路，抓好茶叶、螃蟹等特色种养殖
业，加快推进乡村旅游业，力争户户

有增收。
下好先手棋，发展有信心。姚有

志告诉记者：“群众就业方面，我们已
经主动对接南京、无锡等地用工市
场，月底可安排80余人过去，村里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点建设等各类建设工
程也将尽可能安排本地用工。产业发
展方面，很幸运的是年前我们就抢购
回了3万只蟹苗，现在3名管理人员已
到位；今年我们又在菖蒲集镇区新建
一座果酒厂，将能解决葡萄、火龙果
等果蔬滞销难题。乡村旅游这块，可
能会受疫情影响，下一步我们将把重
点放到旅游基础配套建设上，同时视
情况开展宣传推介工作。我们相信，
毛畈的乡村旅游会再火起来。”

逶迤东流的天仙河，赐予了毛畈
最美丽的风景。袁家渡，因水而生。
毛畈村，因水而火。冰雪消融后，毛
畈山更绿水更清。

（林智勇）

毛畈:下好先手棋 发展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