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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万啊，太感谢了，免费帮我
们家灌液化气。”2月10日，接过万
正才送来的液化气罐，郑场镇络绎
村村民陆学军连声道谢。

“没事，只要大家不出门，有啥
事我都可以帮忙跑腿。”万正才边
应着话，边大步走向另一家走去。
10 多天来，他每天义务为村民跑
腿，已帮村民灌了 100 多瓶液化
气。

今年49岁的万正才，是四川来
的上门女婿。因妻子多病，小孩上
学，生活较为困难，是村里的精准贫
困户。虽然穷，但他勤劳、善良，被
村里聘为保洁员，同时负责管护光
伏发电站及村里绿化等，并享受低
保等政策，顺利脱贫。

络绎村是郑场的人口大村，
拥 有 小 集 贸 市 场 ，人 口 流 动 量
大。面对严峻疫情，村“两委”党

员 干 部 迅 速 行 动 ，开 展 疫 情 防
控。由于人手少，任务重，村干部
及驻村工作队忙得连轴转。看着
大家连日忙碌的身影，万正才坐
不住了，主动要求加入到抗击疫
情的队伍中来。

“我是一个外来户，在大家的照
顾和关怀下，我们家成功脱贫，重新
过上幸福的生活。”万正才动情地
说，恩情难忘，一直想回报大家。希

望能够加入抗击疫情的队伍，为乡
亲们做点事，出点力。

如今，万正才已在抗疫一线10
多天，帮助分发宣传单300多份，张
贴宣传标语 100 多条，每天来回走
村串户，劝导群众不要聚会，不扎
堆，不赌博麻牌。

前不久，因疫情防控需要，村组
道路封闭，居家群众特别是返乡人
员购买生活物资困难。万正才主动
站出来，义务帮助村民灌液化气。

“能为抗击疫情作出一点贡献，
我很开心。”万正才言语不多，却淳
朴实在。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近段时
间，剅河镇各界人士根据疫情防控
难点，发挥自身优势，或捐赠爱心鸡
蛋、蔬菜，或为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
提供各种物资和心理支持，用暖心
善举驰援抗“疫”一线。

2月8日，王功平、王功成二人
一大早便从自家的鸡场赶到剅河镇
新场村，将60多件2万多个鸡蛋从
货车上搬运下来，嘱咐村干部尽快
将所有鸡蛋转送镇卫生院医护人员
和全村村民。

“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们选择了‘逆
行’，而我也想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

力，送一些鸡蛋给他们补充营养。”
王功平说。

医生抗战一线，社会温暖不
停。同一时刻，贴有“光湾村爱心
车”字样的货车抵达剅河镇集市
附近。车上有刚采摘的西兰花、
莲藕等生活物资，不仅新鲜，而且
还免费。这些都是由光湾村的党
员别业雄、别行爽等发起的“爱心
蔬菜送到家门”的活动。

连日来，别业雄、别行爽通过微

信群了解到部分居民吃菜难的问
题，在带头捐赠蔬菜的同时，还动员
党员、群众共同参加此次活动。

自 1 月 30 日起，这批爱心蔬
菜以“流动送菜车”的形式，被送
往了华泰小区、桃园小区、福利院
等小区和单位。他们在为居民提
供方便同时，还提倡“无接触”送
菜，将感染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截至目前，光湾村共向外捐赠了
17000 多斤的西兰花和 400 多斤的

莲藕。
近来，剅河镇处处是党员干部

和群众同心协力抗击疫情的身影。
截至日前，剅河镇共收到社会各界
捐赠防护口罩 167760 只、防护服
2400套、消毒液250瓶、进口体温枪
50 个、鲜鸡蛋 65 件、蔬菜 18000 多
斤、防控资金 294671.51 元。其中，
该镇党员共捐赠防护口罩 28300
只、防控资金 135800 元、鲜鸡蛋 65
件、蔬菜10000多斤。

暖心善举齐抗疫
记者 蔡玲 特约记者 黄丽萍

“就想为乡亲们做点事出点力”
记者 李辉

本报讯 （记者 李兵） 2 月 11
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宋晓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对疫情
防控督导组工作进行督办。他强调，
要提升站位，提高能力，突出重点，锤
炼作风，以战时状态落实落细各项措
施，切实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保障。

宋晓波指出，要认真检视当前
督导工作中的不足。当前防控工作
存在倦怠情绪、工作方式单一、相关
政策不熟等现象，各个督导组要认
真研究加以改进，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要加强学习，提升政治站
位，提高工作能力。必须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系列讲话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和省
委系列部署要求、市防控指挥部工
作安排，吃透精神，采取措施，有效

履行职责。
宋晓波强调，要突出重点，明确督

导内容，聚焦责任落实、宣传引导、防
止疫情扩散、患者救治、维护正常社会
经济秩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找差距
补短板等方面工作。要勇于创新，着
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好守正与
初心、发现与查处、正面典型与反面典
型、靠人与靠技术的关系。要锤炼作
风，在战时状态中展示担当体现作风，
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牢固树立为民
情怀，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加
强自我防护，务必“保存自己，消灭‘敌
人’”，同时进一步强化保障，选树优秀
督导工作典型。

会上，各督导组汇报了前一阶段
的工作，交流了下一级段疫情防控重
点督导工作。

市领导督办疫情防控督导工作

提升站位 强化督导

本报讯 （记者 陈国力） 连日
来，市旅馆行业协会向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捐赠慰问品。

春节期间，市旅馆行业协会发出
倡议，得到了 340 多家旅馆和个人的
积极响应，3天内募集资金5万多元，
并购买了米面油和水果等13类物资，

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帮助下，慰问
了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公安干警、
乡镇干部、医护人员。

“疫情见良知，患难见真情。”市旅
馆行业协会会长刘银花说：“防控疫
情，人人有责，我们要与大家携起手
来，共同战‘疫’”。

市旅馆行业协会慰问防疫一线人员

本报讯 （记者 陈力）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在市工业园杜湖社区，有
这样一家人，他们在疫情来临时挺身
而出，祖孙同行，各自奋战在抗“疫”一
线。

张祖银今年72岁，是杜湖社区一
位有着 48 年党龄的老党员。疫情发
生后，他主动向社区党总支提出申请，
要求加入抗击疫情一线，“只要有需要
随时联系我，只要能为‘抗疫’出份力，
做什么都行。”

1月31日，张祖银接到社区来电，
告知社区各路口都要封堵，需要志愿
者帮忙到封堵点值守。第二天，张祖
银早早地来到社区，经过简单培训后，
被分配到杜湖街口值守，每天为往来
人员登记测量体温，耐心劝告居民减
少外出，宣传疫情防护知识。有好心

人善意提醒：“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注
意自身防护，不外出、少操劳”，张祖银
回答：“我的乖孙女每天都战斗在‘抗
疫’一线。我是一名党员，更应冲锋在
前。”

张祖银的孙女在荆州市中医院工
作，因疫情发展太快，医院医护力量紧
张，她主动放弃回家过年的机会，申请
留院参加疫情防治工作。起初她担心
老人不理解，不知道怎么开口，没想到
张祖银得知后主动去电给她点赞，一
再叮嘱孙女莫怕苦怕累，在一线履行
好应尽职责。

在张祖银的带动下，女婿柴斌也
加入到社区志愿者的行列。现在，两
人每天身着鲜红的志愿者服装，一同
在杜湖街路口值守。“发挥党员余热，
我为自己骄傲！”

抗疫有我 祖孙同行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土） 2 月 8
日早上，张沟镇和平村党支部书记郭
爱玉，来到驻村工作组，商量解决一户
精准扶贫户的特殊困难。

原来和平村1组精准贫困户肖冠
夫、肖亚丁两兄弟有病，常年靠药物维
持正常生活。目前药已经吃完，需及
时购买，而相关药品只能在城区药店
才有售卖。由于目前防控疫情，全市
封路，肖冠夫兄弟父母都体弱多病无
法独自骑车到城区购买。

听到这一情况后，驻村的张沟
自然资源国土所工作组组长陈昶简
单收拾了一下，就开车到城区购买
相关药物，连续转了几家大药房，才
买到药品。陈昶把药品送到病人手
里，并叮嘱他们一定要按照医嘱吃
药，千万不能弄错了，还讲解相关防
疫知识，让他们安心居家，不要随便
外出，有事联系他。肖冠夫、肖亚丁
父母对于村两委、驻村干部的帮助
十分感谢。

贫困户家中断药 驻村组长专程购买

本报讯 （通讯员 熊红艳） 2 月
10日，汇聚着海内外仙中校友情意的
1100只KN95口罩快递到了市第一人
民医院。

疫情发生后，仙中校友迅速行动，
广泛募捐。300件杜邦防护服、400只
N95口罩和1100只KN95口罩分两批
陆续发往仙桃。

仙中校友捐口罩

本报讯 （记者 许立菊 通讯员
李秀虎） 疫情发生以来，省药监局汉
江分局和市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按
照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市防控指挥部
的要求，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药械监
管工作中。

为保证医用防护产品的合法性，
他们组织专班对辖区 24 家取得医疗
器械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注册证的医用
防护服、医用口罩、手术衣、隔离衣的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和产品进行清理，
对其中涉及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注册证
过期的 5 家企业，督促指导其迅速准
备申报材料。并及时与省药监局联
系，打通应急审批通道。目前已完成
应急审批4家，1家正在进行之中。另
外，监督指导 2 家首次申证的医用口
罩和医用防护服生产企业按照医疗器

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积极准备，进入
技术审查程序。

汉江分局、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安
排专人，入驻医用防护物资定点生产
供应企业开展监督指导，督促指导企
业严格按照产品标准组织生产，加强
生产质量管理，确保紧急医用物资产
品质量安全。

他们还采取挨家挨户电话催促和
上门督导的方式，迅速开展督促企业
复工复产和药店开门营业工作，及时
协调帮助企业解决在复工复产和开门
营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截至
目前，全市58家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和
325 家零售药店开门营业，复工复产
和开门营业率达到91%，保障了药品
器械的生产供应和群众购买药品需
要。

“现在正是群众需要你的时候，
家里有我们，你无需牵挂。”2 月 10
日，正在为群众测量体温的谢卫敏
收到家人信息，连续半个月奋战在
街道社区一线的她红了眼眶。

“昨晚又没和闺女说上话。”这
是谢卫敏连续 5 天重复的口头语。
为了更好地抗击疫情，每天早出晚
归的她，已有近十天没和女儿说上
话。

现年 39 岁的谢卫敏是城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长，从
与上级卫健部门的沟通对接，到与

各工作片、社区的统筹协调，以及各
项抗“疫”工作的安排部署，她的岗
位尤为重要，也格外繁忙。

腊月二十九深夜，刚在省协
和医院做完甲状腺切除手术的谢
卫敏，犹豫再三还是向家人开了
口：“我想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去！”丈夫不放心：“你身体不好，
刚做完手术，怎么能做这么危险
的事？”

看到工作群中同事们忙碌的
身影，她语气坚定：“我是一名医务
工作者，关键时刻没任何理由退

缩，百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不
能不去！”丈夫拗不过她，不得不

“放行”。
除夕之夜，顾不上和家人吃团

年饭，她挨家挨户为社区居民讲解
疫情防控知识，指导消毒杀菌。晚
上，她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杜柳高速
公路路口，对返乡车辆进行登录统
计。直到深夜，她才匆匆赶回家吃
了一顿一个人的年夜饭。

2月3日，她的辖区出现了首例
确诊感染的病人。疫情突发，她没
有迟疑，主动请示后立即赶到患者

家中，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并对患者
家里及周边环境进行消毒杀菌。

为了更好更快地做好群众宣
传，她与各工作片工作人员连续发
放宣传资料 28500 余份，宣传横幅
200 余条，并组织动员辖区居民正
确消毒，累计消毒面积达 120 万余
平方米。

在抗击疫情的半个月里，她常
常忙到凌晨一两点才睡下，五六点
钟又要部署次日工作。同事心疼
她，她半开玩笑：“我还年轻，还能继
续干。”

战“疫”一线的铿锵玫瑰
记者 张曼 通讯员 邹爱国

疫情发生后，市大新路小学紧
急召开校委会，成立了防控驻村专
班，将工作细化到项、责任到人。

1月30日，7名教职工提前返岗，
奔赴该校驻点村陈场镇王岭村，开展
防控宣传工作。张贴宣传海报、倡议
书、微信群发、入户宣传、下发口罩、

“拉网式”的摸排……他们深入村组，
挨家挨户走访，与村干部一起对外出

务工人员的工作地点、返乡时间、身
体状况进行建档登记，做到村不漏
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共排查外
出务工人员702人，经武汉和由武汉
返乡及密切接触类人员115人，并每
天和村医对重点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目前均无不良症状反应。

退休老师郑思钰接到驻村疫情
防控电话后，立即奔赴岗位，连续值

班 8 天。发挥自身优势，亲自书写
“禁止通行”标识，帮助村干部设置
路障，严防关卡；坚持走家入户，科
学宣讲…… 有村民会产生抵触心
理，他反复劝导，耐心讲解。

“宅在家最安全，坚持两天，一
切都会好的！”这是驻村工作队这几
天说的最多的话。每天碰到过路的
村民，大家总不忘叮嘱劝诫，呼吁村

民做好自我防护工作。
“就感觉他们把课堂搬进了村

子，以前不清楚的，经他们这一讲解
宣传，大家都知道了。”王岭村主任
王禹说，在该校驻村工作队的宣传
下，绝大多数村民都能自己接受，做
到“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常通
风、不聚会、不串门、不走亲、不访
友”。

抗“疫”讲堂搬进村
记者 谢伯康 通讯员 刘辽军 邓国姣

本报讯 （记者 胡圣 通讯员
代亚兰）“通风洗手晒太阳，少凑
热闹不聚会……”2月11日，在西流
河镇红光村，每到一户，大学生村官
何承念给村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并提醒群众加强室内消毒、通风，佩
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何承念投身在抗疫一线，不管
是本职工作还是爱心捐赠，他都

“抢”着干。
因防疫物资缺乏，全镇发起爱

心募捐活动，何承念报名捐赠。
何承念父亲开办无纺布厂，知

道儿子的决定后很支持。但是年前
工人放假，库存少，拿不出200多套
防护服。何承念想到坚守在一线的
疫情工作者，心里很着急。

“我们加班开工，赶制防护服。”
何承念接到家人电话，心里很踏
实。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260 件
防护服送到了抗“疫”一线。

何承念的这一举动也感染了妻
子胡丹。2月2日，得知柳沟村执勤
点缺少床铺，值班人员晚上睡稻草，
胡丹立即捐赠了 5 套实木床，为一
线人员提供帮助。

红光村防疫一线的“比翼鸟”

赶制防护服 捐赠实木床
本报讯 （记者 许立菊 通讯

员 肖浩） 防控就是责任。2 月 7
日，湖北特检院仙桃分院工作专班，
前往剅河镇光湾村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

针对光湾村外出务工人员多，
春节返乡村民多、流动性大这一情
况，该院专班人员同村委干部一起，
逐户逐人进行“地毯式”摸排调查，
对武汉返乡的91人重点关注，协助
村医务人员对居家隔离户进行医学
监测，实行每日两次检查，并建立每
日工作台账，确保出现可疑症状时

能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防控。
协助村级疫情防控检查，严格对过
往的车辆及人员进行信息登记、文
明劝返和健康检查，对重点地方进
行全面消毒，筑牢了疫情防控的第
一关口，严防疫情传播扩散。

同时，该院专班针对部分村民
物资短缺的情况，入驻两天内，共协
助村委会联系调动资源代购大米
3000 斤、面粉 80 斤、鱼 2100 斤，对
外来返乡居家隔离群众、困难党员
群众和孤寡老人代灌石油液化气
95瓶，免费发放疏菜5000斤。

暨抓防控又当采购员

仙桃特检院筑牢疫情防控第一关口

连日来，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积
极参与疫情一线防控工作，为打赢
疫情防控战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图
为2月10日，郭河镇4名党员在215
省道郭河南洲片区设立的“党员先
锋岗”值守。

摄影 记者 晴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