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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要闻

3

全省多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强化疫情防控 ——

“红马甲”
，闪耀战
“疫”第一线
战疫直击
2 月 2 日，G15W1 常台高速盛
泽主线收费站。穿着厚厚防护服的
周根宏，站在滚滚车流之中，
一丝不
苟地为过往车主量体温。作为苏州
市吴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首批
招 募 的 志 愿 者 之 一 ，自 1 月 29 日
起，他就一直坚守在这里参与疫情
防控，
“新时代的志愿精神就是社会
有需要时站出来，更何况我还是有
着 2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连日来，在江苏各地，无数像周
根宏这样的志愿者，积极响应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倡议，走上抗疫
志愿服务的第一线。这些无私奉献、
甘于付出的
“红马甲”
，
以自己的凡人
善举，
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

挺身而出，大爱无私显担当
“很感动！当天发出招募令，
晚
上就组织了一支70 多人的志愿者队
伍。
”
谈及志愿者们的付出，
吴江区委
常委、
宣传部部长刘伟的话语间充满
敬意，
“防控疫情，人人有责，
志愿者
队伍是一支不能忽视的重要力量。”
1 月 28 日，吴江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紧急发出志愿者招募令，
当晚，以吴江蓝天救援队员为主力
的首批应急志愿者队伍完成集结，
接受专业防疫防护培训。次日一
早，他们就奔赴人手紧缺的省际高
速卡口协助防控疫情。随后，更多
的志愿者站了出来！1 月 30 日，该
区首批 90 余名机关党员志愿者奔
赴各个交通卡口，
24 小时轮流值守。
与此同时，
吴江各个新时代实践

所牵头成立应急志愿服务分队，
深入
到每一个村小组、
住宅小区，
宣传防疫
信息，
引导居民做好防护。协助卡口
测温、
排查相关人员、
普及防控知识、
维护环境卫生、抵制不实谣言……
最新统计显示，该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统筹全区志愿服务力量开展
防疫志愿服务已达 4 万多人次。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志愿者们
第一时间响应并迅速付诸行动，
造就
一支防控疫情
“生力军”
。除夕夜，
苏
州
“汤妈妈公益慈善中心”
创办人汤
崇雁，在微信朋友圈宣告发起
“口罩
增援战”。她发动亲朋好友，
从英国
各地药房采购口罩，
再通过
“人肉”
运
输方式带回国内，最终搞定 61 万只
口罩，却没有给自己留一个。62 岁
的王芝芳是常州市金坛区
“小红妈春
风工作站”站长。疫情发生后，
她加
入
“小红妈疫情防控宣传队”
，
挨家挨
户上门，
配合社区宣传防护知识。统
计显示，
在常州发布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倡议书后，
近 5 万名志愿者参与防
控一线志愿服务。

专业服务，力求“帮忙不添乱”
1 月 31 日晚上 6 点多，无锡市
滨湖区胡埭镇医生志愿者黄南晨刚
端起饭碗，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
起，原来，
他包干的社区发现需要居
家隔离人员。放下碗筷，穿上防护
装备，黄南晨赶到隔离人员家中。
处理好问题，回到家时，已经近 9
点。
“疫情面前，
能够发挥所长，
帮助
有 需 要 的 人 ，这 是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
黄南晨所在的胡埭卫生院组成
一支 10 余人医疗志愿者队伍，累计
开展上门服务 200 多人次，发放健
康告知书 130 多份。

冲在抗击疫情最前沿，志愿者
们不仅有一腔热血，还有专业态度
和能力，做到“帮忙不添乱”。
“ 有机
会 为 祖 国 做 一 些 事 ，感 到 十 分 光
荣。
”
苏州工业园区湖东侨联成员吴
佳一当起翻译。每当苏州市发布疫
情防控公告后，他就赶紧和其他 6
位海归志愿者，把相关内容翻译为
英文版本进行宣传。他们还把疫情
防控要点翻译为英语、西班牙语、意
大利语、德语、法语 5 国语言，便于
居住在苏州的外籍人士及时掌握。
在常熟市，
“百姓城管”
志愿服务
大队的11支党员服务队、
300多名志
愿者，
24 小时全天候坚守汽车站、汽
渡等管控点，
协助疫情防控。他们还
与执法部门实行 24 小时联勤联防，
走街串户，
检查城区主次干道、背街
小巷、
集贸市场、居民小区等地。
志愿者们的大爱之举，不仅温
暖人心，更提振战胜疫情的士气。
“我有丰富的志愿服务经验，
关键时
刻应该站在最前面。”1 月 31 日上
午，溧阳市无偿献血协会会长史建
中带着协会的 5 位“勇士”，分赴溧
阳 3 个隔离点，开展为期 30 天的隔
离志愿服务。
“ 你们的到来，让我感
受到背后还站着一群人，我们所有
的付出是值得的，你们让我觉得温
暖。
”
一位医务人员这样感慨道。

直面需求，服务群众零距离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既需要
专业防护治疗，
也需要安定人心，
而
这离不开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和危机
干预。”这几天，作为港城颇有名气
的心理服务志愿者“火姐姐”，张家
港税务局干部黄艳一直坚守在张家
港市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和其

他数十位心理咨询师组成服务团
队，疏导市民心理问题。该中心是
张家港率先在全国打造的心理健康服
务场所，
疫情发生后，
中心迅速开通心
理援助热线，
对外开展心理疏导。
疫情防控战打响后，新时代文
明实践服务体系瞬时启动，精准对
接需求，
贴身服务群众，
在非常时期
彰显出特殊价值。
“ 谢女士，我们买
来了面包，东西就放在门口。如果
还有什么需求，随时打社区电话。”
1 月 30 日下午，常州市新北区河海
街道国宾社区党支部书记俞苏芳与
国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
者们，一起给居家医学观察的社区
居民，送去生活用品。
“ 隔离的是疫
情，
而不是真情，
我们发挥志愿者们
的力量，齐心协力确保隔离居民也
吃上新鲜蔬菜，
过得舒心，
这样才能
有一个好的抵抗力。
”
关注微信公众号“志愿苏州”，
点击首页栏目“活动大厅”，苏州各
地志愿者招募信息一目了然。
“发布
需求两小时后，104 人的队伍就满
额了。
”
苏州市姑苏区吴门桥街道新
城社区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吕慧表
示，她准备组织志愿者开展防疫宣
传，
原本担心的人手不足问题，
在平
台上很快解决了。
歌曲《逆行》、快板书《众志成城
送 瘟 神》、方 言 说 书《张 德 宝 有 话
说》、方 言 说 唱《政 府 号 召 要 记
牢》……宜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组织文艺志愿者编创各类文艺节
目，把抗击疫情期间的一幕幕感人
场面，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文
艺作品，
深受群众的喜爱和传播，
潜
移默化间引导社会增强防控意识。
本报记者 李仲勋 马 薇 唐 颖

“书记来了干部上了，我们就有底了”
镇江 479 名村书记防疫一线当“门神”
村 看 村 ，户 看 户 ，群 众 看 干
部。在农村防疫第一线，镇江全
市 479 名村书记积极发扬“老支书
精神”
，
守土尽责，
构筑起全市农村
齐心抗疫的铜墙铁壁。
“我们胸前戴党徽、身后是群
众，一定要守好最后一道关口，让
乡亲们吃上‘定心丸’！”这是句容
市宝华镇凤坛村党总支书记曹当
亮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凤坛村紧
邻南京龙潭街道，往来人口多，防
疫任务重，曹当亮年前就带领网
格员挨家挨户摸排武汉返村人
员，并陪同卫生院医护人员上门
测量体温、宣传防疫措施。曹当
亮的家距离村委会仅有 500 米，
但他不仅没顾上在家里吃年夜
饭，甚至已经连续一周没有睡过
一个囫囵觉。
“对家里有亏欠，总好过对群
众有亏欠！”说起从部队探亲回家
的儿子，
句容市华阳街道下甸村党
委书记笪玉华心里充满了愧疚。
下甸村地处 243 和 122 省道交汇
点，是句容城区的东大门，每天穿
村而过的车流和人流量很大。笪
玉华负责全村 10 个卡口的防控、
消毒、值守等工作，组织全村日夜
防控，
就连在北京部队服役的儿子
5 年来第一次回家探亲过年，他都
没跟孩子吃过一顿饭。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出门戴
口罩！戴口罩！戴口罩！”在扬中
市经开区双跃村，
一辆顶着大喇叭
的巡逻车不停地播放
“土话”
提醒，
引起了村民们的注意。村民刘大

爷告诉记者：
“ 以前生产队一放广
播，全村就动员起来了，这次大喇
叭一响，整个村又沸腾了！”用这
种接地气的方式，
才能让防疫宣传
入耳入脑，
双跃村党委书记张立华
介绍，只有把疫情知识“本土化”，
才能让老百姓跟村委会一条心。
“要不是刘书记，我和我们全
村这个年过得就闹心了。”说起京
口区东京村党总支书记刘凯，
村民
张某竖起了大拇指。
张某所在的东京村大小严组
仅有 166 户 406 人，在外务工人员
就达 200 多人。正月初一，刘凯正
带领村干部重点围绕两名武汉返
乡人员做工作，
突然得知张某因发
高烧，
到村医商华富家就诊并引发
了恐慌。
“ 村里有人感染了！”消息
蔓延到全村，
不少村民的情绪出现
波动。
“ 迅速处理！”刘凯带领村干
部立即赶到商医生家，
并第一时间
联系区里的医护人员。一阵忙碌
后，终于查清张某既无武汉旅居
史，也不是肺炎，而只是普通的感
冒。查明情况后，
刘凯第一时间反
馈给村民，
并逐户到村民家中做好
情绪安抚工作，事情处理完，已经
到了晚上，
刘凯连一口热乎饭都没
吃上，
度过了农历新年第一天。
“书记来了、干部上了，
我们就
不怕了、有底了！”
这是镇江不少村
民的心声。在镇江各地，
村书记们
用各种灵活管用的招数，
因地制宜
开展好村组防疫工作，
群防群治打
好疫情阻击战。
晏培娟 曹德伟 王泉超

海门广大党员奋战防控疫情第一线

在党旗下践行“我是党员我先上”
无人机空中巡查
抗击疫情保平安
3 日 ，江 苏 出 入
境边防检查总站南京
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执勤一队民警正在操
作警用无人机对南京
港口集团新生圩分公
司码头开展空中例行
巡查，
并空中喊话，
提
醒作业人员戴好防护
用具。
通讯员 章善玉
本报记者 万程鹏摄

近期要特别警惕发生聚集性疫情
权威
访谈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大家将陆续返回工作岗位，这对疫情防控会带来
哪些影响？一个春节不见面了，老同事老朋友能一起吃个饭吗？无症状感
染者会传染他人吗？3 日，记者采访了省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治专家组成员、省疾控中心急传所所长、
主任医师鲍倡俊。

问：我们注意到近期多地通报
性病例。因此我们再次呼吁：不要
有聚集性病例发生,引起大家的关
集聚，
要做到尽量不出门，
出门乘车开
注，我们省的情况怎么样？
窗，
少到密闭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
减
答：大家可能注意到，最近全
少公共部位的接触，
回家先洗手。
国各地的病例通报中有一些新特
另 外 ，近 期 特 别 不 要 去 麻 将
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比如
馆。打麻将本是一种常见的娱乐方
有一些省份陆续首次通报了社区
式，但多数麻将馆空间狭小，通风
传播病例，有的省份通报了几十起
不好，有的还开着空调，麻将馆里
因为聚餐、同事聚会引发的聚集病
的空气质量更糟糕，这个环境很适
例。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
合新型冠状病毒生存。前不久就
大家将陆续返回工作岗位，现阶段
发生了这么一个案例，一个新型冠
要特别注意防范社区病例传播、聚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从贵州经
集性病例传播。从江苏目前情况
武汉回来后，多次到社区的老年活
看，
我省现在也有聚集性病例发生，
动 室 打 麻 将 ，最 终 感 染 了 十 多 名
例数在增加。
“麻友”。我们再次呼吁，目前是疫
问：不少单位已经开始上班了，
情防控关键阶段，大家千万不能掉
经过测量体温正常的同事们好久不
以轻心，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这
见，这时候能聚餐吗？诸如此类的
时候任何聚集性活动都不约，才是
聚集性活动能不能约？
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对社会高
答：肯定是不能约！我省已经
度负责的表现。
出现多起因为聚餐、共同乘坐同一
问：在各地病例通报中，无症状
辆车去购物或运动出现的多人感
感染者的传播危害不小，现在大家
染；还有因为一起打牌造成了聚集
非常关注无症状的感染者，江苏这

了最严格的科学防控措施。按照
“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的原则，加强联防联控，做好基层网
格化管理。做好来苏返苏人员的健
康排查工作，对重点地区来的人员
做好隔离医学观察的管理工作；对
发现的可疑病例要及时隔离并上报
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等。加强对重点病人专家会诊巡诊
答：说到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
制度，这些是现阶段江苏确诊病例
其实这也是在对疫情不断研究了解
没有出现爆发性增长的重要原因。
的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当前，不
不过从全国情况看，全国疫情还没
仅是武汉市和湖北省，很多省份和
有到出现明显下降的时候，我们还
地区面临的疫情形势也都非常严
是要不折不扣落实好防控举措，继
峻。我们也发现有无症状感染者和
续坚持住。
轻症病例。这些人可能存在一定的
问：继续宅在家的人又该怎么
传染性，但由于没有临床症状或是
做好个人和家庭防控？
症状比较轻，就很难被及时发现从
答：还是要继续按照要求，尽量
而对其进行有效隔离，他们就成了
减少外出，去人群密集或通风不良
所谓的“移动的传染源”；还有一些
的场所前佩戴口罩，勤洗手，落实好
病例在出现明显的症状前就有传染
个人防护举措。我特别要提醒，如
性，即所谓的“潜伏期传染”，其传播
果家庭成员有发热或咳嗽等症状，
方式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复杂性，这
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一定要向医护
些都提醒大家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工作人员咨询（可用电话咨询），必
问：从 2 月 3 日上午全省疫情通
要时要主动就医，并主动告知自己
报来看，江苏的重症病例数只有 2
发病前 2 周的生活轨迹，这样才能
例，但出院病例已经有 7 例了，全省
不贻误病情的诊断和治疗。同时提
确诊病例没有出现爆发性增长，您
醒病人切不要盲目就医，更不要短
觉得这其中缘由是什么?
期内到多家医疗机构就诊，以避免
答：1 月 24 日 24 时江苏启动了
不必要的交叉感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行
本报记者 仲崇山

疫情发生后，
海门市委第一时
司和保洁人员，对辖区内的楼栋、
间贯彻党中央和省市委部署，
向全市
电梯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毒，
对进出
2900多个基层党组织和5万余名党
住宅小区的外来车辆和人员进行
员发出倡议，
做到
“三个带头”
，
市委
实名登记并测量体温。
书记陈勇要求
“各级党政干部要增强
在医护救治、农村社区、交通
责任感、使命感，压实责任，
落实举
枢纽等基层防控战线上，
共产党员
措，
发动群众，
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
主动请缨上
“火线”
。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
“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呼吸科
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护士长，我最合适！”
“ 作为一名检
部迅速行动，全市 1141 个网格党
验科的共产党员，
我愿意投入到抗
支部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组织
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斗中去，
不计
党员干部、村干部、党小组长、网格
报酬，不计回报。”……除夕夜，在
员通过上门宣传、电话提醒、广播
海门市人民医院接到组建医疗队
告知等方式，网格化、地毯式开展
援助武汉的命令后，短短几个小
宣传，
全面排查登记村居、企业、建
时，一百多名医护人员主动请缨，
筑工地等回乡人员信息，劝停酒
申请加入抗击疫情的战斗。
店、浴场、电影院等人员集聚场所，
市公安局抽调相关警种部门
实现排查工作的全覆盖，
构筑起了
的骨干力量，组建一支由 21 人组
坚强的防护网络。
成的
“疫情处置先锋队”
，
并成立临
海门工业园区是全国
“家纺绣
时党支部，
奔赴防控
“疫”
线保驾护
品名镇”，外来人口接近一半。园
航。95 后年轻民警陆一辰是先锋
区领导班子在岗带班、机关党员干
队年龄最小的队员，
在请战前他向
部 24 小时值班，成立疫情防控小
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组，包联群众和商户 4 万余户，挨
1 月 25 日，海门市委组织部
家挨户走访、宣传防疫知识、摸清
向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出
流动人员情况。
“三个带头”
倡议。与疫情防控有关
海门高新区地处城区，
人员多
的各相关单位及区镇党员干部纷纷
且密集，
园区党工委组织全体党员
向党组织
“志愿请战”
，
全市6245名
干部、社区干部以入户走访、微信
党员干部提前结束假期，
加入到抗
宣传、悬挂横幅、电话告知等方式，
疫一线，
在实际行动中喊出
“我是党
大力普及疫情知识，
并组织物业公
员我先上”
的口号。
海组轩

邳州：党员筑成防控“红色长城”
2 月 1 日上午，邳州市土山镇 “请战书”
，
自愿成为邳州驰援武汉
薛集村防控点。寒风中，
吕俊武身
的
“逆行者”
。
穿迷彩服正在执勤，
严格控制进出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汤建
村的人员和车辆，
确保不放走一丝
华是四户镇上海流动党支部的
“流
隐患。
“作为一名入党 30 年的退伍
动党员”
，
春节刚回到家，
就主动投
军人，我还要冲在一线，为老百姓
身到了抗击疫情一线。新河镇米
做好事，
为社会作贡献。
”说到这，
滩村党员翟修平，
平常在淘宝上做
记者面前的吕俊武，
挺起了胸膛。
特色农产品网购，
得知当地防疫人
在邳州，
一支支党员志愿队，
一
员急需口罩后，
主动将仓库中仅有
个个红马甲构筑起一道道
“红色防
的 2000 枚口罩捐送给了镇政府。
线”。邳州开发区所辖 25 个村（社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区）分别组建一支
“红细胞”
党员志
任”
已经成为邳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愿队，
走街串巷、进村入户，
组织开
的自觉行动。邳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
展立体式全方位的疫情防控宣传，
曹智等市四套班子成员，
以及全市各
对环卫设施和公共场所进行无死角
单位党政
“一把手”
全部投身于疫情
消毒；
邳州高新区组织20 名党务工
防控第一线，
全部下到基层村居最
作者，
成立了专门服务于企业的党
前线，
靠前指挥、冲在前列；
防疫动
员突击队，
结合网格化管理，
摸底排
员、
疫情排查、
应急处置、
责任落实、
查企业防疫情况、
拟复工时间等。
隔离阻断、
医疗救治等各项防控，
有
勇者逆行，
党员带头。
“我在武
条不紊。在他们的带动下，
全市各
汉医院实习过，
现在我想用我的护
级党组织，
党员干部挺身而出、
积极
理经验，到那边去照顾更多的患
参与，
一面面鲜红党旗随处可见，
一
者，
展示邳州党员医护工作者的形
枚枚党徽在群众心中熠熠闪耀，筑
象……”面对突发疫情，位于邳州
起了一道道防控的
“红色长城”
。
的中铁二局集团第二医院骨科主
本报通讯员 王 鹏
管护士郭丹，
毅然向院党总支递交
本报记者 王佩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