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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

乡镇活动

□本报记者 陈微斐

□本报通讯员 潘瑶强

“今天企业捐赠的口罩已经安排
给指挥部了。”“卡点执勤的物资等
一下会安排人送过去。”“我马上把
外地返回人员和密接人员信息报给
你。”……一大早，干江镇党政综合
办公室主要负责人陈金艳的手机就
一直没停过。

一天打出200个电话
手机“热得发烫”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
障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间更是重要的
一环。自 1月 22日打响疫情防控阻
击战后，陈金艳已经连续上班近 20
天，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布置会
议、发放防护用品、安排食堂消杀
……一项项后勤保障工作都排在了
她的日程上。

1月30日，干江镇留观点正式投
入使用。建造过程中，大到空调、
窗帘、棉被，小到牙膏、牙刷，每
样物资都需要准备。然而由于正值
年关，许多店铺已经暂停营业，不
少工人也已经回家过年，物资十分
紧缺。亲戚、朋友、同学……但凡
陈金艳认识的，或者可以通过熟人
联系上的，她都会打电话问一问，

“地毯式”进行搜罗，不放过任何一
个机会，每天接听拨打 200多个电
话，手机都“热得发烫”。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陈金艳
的努力，短短 2 天筹集了 40 床被

子，集中留观对象的生活用品“十
件套”也全部配齐，生活物资得到
妥善解决。在协调过程中，有一位
热心的家纺店老板娘得知棉被是用
作防疫物资后，就表示全部无偿捐
献。“很感谢这么多的好心人，让我
觉得他们和我们是一起在战斗的。”
陈金艳说。

一天走上2万步
防疫摸排不含糊

走进一栋栋房屋，敲开一户户
家门，详细记录信息……作为垟坑
村的驻村组组长，陈金艳用脚步丈
量着初心，深入每家每户，摸排走
访，为赢得疫情阻击战提供全面的
一手资料。

“垟坑村目前一共有1680人，外
来人口有300人，目前居家隔离一共
是7户，都是从湖北、温州这些地方
回来的……”说起驻村情况，陈金
艳如数家珍，这都是她逐户走访、
逐人联系的成果。

隔离户高某 1月 28日从乐清经
商回家。得到消息后，陈金艳第一
时间带着驻村组上门核对情况，并
叮嘱他按要求进行 14天居家隔离观
察，体温检测一切正常后才能出门。

“我又没发烧凭什么关我，我看你们
才最需要隔离。”没想到高某的情绪
突然变得十分激动，根本不配合工
作，还撕了封条，扬言就要出门。

陈金艳尽力安抚，表示居家观
察既是为了自身安全着想，也是对
村民负责，“这14天，你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买菜、倒
垃圾也有专人负责，你就安心待在
家里，只要 14天观察期一过，就可
以出门了。”在她的保证下，高某的
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并承诺自己会
遵守居家隔离行为规范。

小身体储存大能量
防疫离不开的“大管家”

新冠肺炎来势汹汹，疫情防控
战役形式严峻，为保障一线工作人
员的身体健康，陈金艳事无巨细，

瘦瘦小小的她总是能想在前，走在
前。口罩不够用了，她想办法协
调；卡点执勤的工作人员工作量
大，她安排好每一餐饭；考虑到晚
上执勤时气温低，工作人员要忍受
寒冷，她送去热水；隔离户家中没
有足够的食物，她二话不说去菜场
帮忙采购……同事们总说：“有问题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她，她就是
我们最信赖的‘大管家’。”

“其实我的工作也没有多特别，
所有同事都放弃休息时间坚守在防疫
一线，我就希望能把后勤保障工作做
好，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放心地往
前冲。”陈金艳说。 林海雪文/摄

防疫离不开的贴心“大管家”
——记干江镇党政综合办主要负责人陈金艳

本报讯 “这是一份申
请书，也是请战书、决心
书，面对看不见的敌人，
我愿挺身而出，站在最前
线，请党组织在这次战斗
中考验我……”这是一份
来自海山乡防疫一线的入
党申请书，申请人是乡里
的“90后”干部葛星星。

2 月 12 日，葛星星一
早就来到了海山高速口的
执勤点，戴上红袖章，熟
练地开始拦车、询问车内
人员基本信息，叮嘱进出
人员没事不要乱走。这个
工作从正月初一开始，葛
星星就每天都在做，而且
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个
夜晚、又有多少个黎明是
在执勤点度过的。由于乡
镇防疫人手不足，许多执
勤组执勤人数不够，他就
主动申请加入执勤队伍，
还总挑下半夜值班。“我
是年轻人，身体好，多熬
一夜没什么关系。”葛星
星说。

不仅执勤点总出现葛
星星的身影，他还一手包
办所驻的南滩村排摸，一
家家走访涉湖北、涉温州

人员，对居家隔离人员发
放口罩……10 多天下来，
这个一米八几的瘦黑男孩
更瘦更黑了。

对 于 递 交 入 党 申 请
书，葛星星其实已经想了
很久，而这次参与防疫工
作则让他下定了入党的决
心。“初入社会时，对党员
的认识很模糊，也没想过
入党，但在这次新冠肺炎
疫情阻击战中，当看到身
边的党员都在无私奉献，
让我明白了党员是什么，
也更加坚定了我入党的信
念。”葛星星说。

据悉，自防疫工作开
展以来，海山乡 13个基层
党组织全部出动，由党员
干部牵头，发动党员志愿
者190余人，大家放弃春节
休假，组成党员防疫志愿
服务队，在海山抛西高速
口及温州乐清东山码头设
置执勤点，还每天排摸返
乡人员情况、为村民免费
检测体温、分发告全乡村
民的一封信、宣讲防疫知
识等，充分发挥了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吴莎莎 文/摄）

海山

防疫一线“90后”申请入党

本报讯 为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发展的硬仗，连日来，沙门镇
一手严抓疫情防控，一手部署经济
发展举措，围绕做好“六稳”工
作，分批启动企业复工。经过一系

列的严格审核，2月10日，沙门镇第
一批复工企业为迈得医疗工业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班尼戈中捷管
业有限公司、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是沙门镇3家获准节后规范化复工
复产的“白名单”企业之一，公司
组织140多名台州本地员工和留在玉
环无外出逗留史的外地员工，对部
分生产线进行恢复生产。

“为能顺利复工，我们严格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
施，如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组，制订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明确疫情防控
应急流程、具体人员和工作职责
等。”“迈得”负责人林军华表示，

此外，公司还安排人员核查登记每
名员工前两周的涉疫相关情况，严
格执行集中隔离 14天的刚性要求，
确保员工无感染症状方可参加复工。

同时，企业每天都对生产车
间、办公室、会议室和过道进行消
毒，对进出车间的员工进行体温测
量；发放口罩，要求员工上岗必须
戴好口罩，食堂座位用木板进行隔
离，并张贴用餐小告知，最大限度
减少员工之间的集聚。

（吴林倍 文/摄）

沙门

复工企业严防疫情

本报讯 “少出门、戴
口罩、勤洗手、常通风，防
控疫情，从我做起！”夜幕
渐深，鸡山的街头巷尾又响
起了这熟悉的“乡音”。

手提一只小喇叭，从
北山村这头直走到后岙村
那头，再绕个圈回来，这
就是防疫宣传员张龙每日
的工作路线。鸡山作为海
岛，各村间的小路都是以
台阶形式存在，每日上下
台阶数百个，对年轻人来
说都是不小的负担，而张
龙早已年过半百。

从正月初二开始，乡亲

们耳中的防疫宣传“乡音”
就从未断过。“每晚 6时开
始，走到 10时结束。鸡山
的每条小巷我早已烂熟于
心，能够以这种方式帮助乡
亲们了解防疫知识，为乡里
的防疫工作作贡献，我感到
特别高兴。”张龙表示。

据悉，除了“移动小喇
叭”的形式，鸡山每日还会
在码头开启宣传车、彩屏
等，将疫情情况及防控知识
广而告之，为全民参与、联
防联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章文璐）

鸡山

防疫“乡音”传遍海岛

本报讯 “ 吱 呀 吱 呀
……”自行车轮毂轴转动发
出的声音在人烟稀少的马路
上显得格外清脆，龙溪镇花
岩浦村的责任医生张加美又
一次骑上他的自行车，承载
着满满的爱心和责任心开始
了新的一天、新的征程。

一辆自行车，一个口
罩，一支耳温枪，一个随访
文件夹，一天两次的上门体
温检测……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花岩浦村的大街
小巷都能看见张加美穿着白
大褂的身影。他绕着花岩浦
村，对照名单，为居家隔离
对象逐个测量体温，随时观
测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最
多的时候，他一天要走 100

多趟，为 50多名居家隔离
对象做检查，这样一天下
来，整个人就如同轱辘轴一
样不停地转，一刻也不得停
歇。可 60多岁的他，从不
抱怨，用一颗红心丈量居家
疫情图，每天战战兢兢，时
刻警惕，关注着每一个异常
情况。

据悉，虽然龙溪镇各村
的责任医生年纪都偏大，但
在抗击疫情时，他们没有一
个人退缩，都是第一时间守
在一线，成为了各个村庄的
健康守护者和“强心剂”。
因为他们的坚守，村民倍感
安心，他们也成为了百姓眼
里最可爱的“逆行者”。

（陈力娜）

龙溪

责任医生行走全村不停歇
“街路人少走，病毒无处歇。没

事不出门，出门戴口罩。不要乱吐
痰，谣言不乱传。”每晚 7时左右，
这用坎门方言宣传的防疫口诀配着
清脆的锣声会准时在坎门街道海港
社区内响起。原来，这是该社区的
文艺爱好者刘宗保和陈高勇用“打
更”向居民喊话，提醒群众做好防
疫措施。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
役正式打响以来，坎门街道为扩大
防疫宣传，除了设置村级宣传打更
员不间断巡街喊话外，还充分利用
横幅、LED屏、村级广播、宣传车、
坎门方言宣传视频等载体，并发动社
区（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等走村入
户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万余份，确保
辖区居民防范意识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新
冠疫情，坎门街道上下迅速贯彻落
实上级的决策部署，全力开展各项
防控工作，第一时间以战时状态全
方位升级管控措施，成立以街道党
工委书记李国立，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王坚为双指挥长的疫情
防控指挥部，各带 2名班子成员 24
小时值守，其他多名专班人员也在
指挥部全天候待命，再结合微信工
作群、每日会商等方式，最终形成
信息采集、高层决策、组织应对等
各个环节的联动应急模式。

自 1 月 25 日 （正月初一） 起，
坎门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成员、机
关 （站、所） 和各社区 （村） 陆续
取消假期，全员进入战斗状态。另
外，市级机关下派 15人支援街道防
疫工作，形成了上下齐心、共抗疫
情的良好氛围。“半夜遇到紧急情
况，从上级指挥部的指令到我们的
防疫指挥部，我们再做出反应仅需3
分钟，然后接下来整个流程，我们
会在 1个小时内把它处理到位。”坎
门街道党工委委员郑青波表示。

2月11日上午，记者在坎门街道
渝汇蓝湾小区门口看到，穿着红马
甲的党员干部、志愿者、保安等人
员在小区门口手持额温枪为进入小
区的人员测量体温。据悉，该小区

是一个封闭式小区，内有住户 2630
户、8000多人。依托楼长制，小区
在全部 65个单元楼开展居民楼线上
线下防疫宣传，通过线下分发宣传
资料、线上微信群实时分享防疫政
策及措施，做到楼内居民人人知
晓。同时，落实摸排管控，及时发
现异常人员，对居家隔离人员开展
管控及关爱，把小区打造为防范疫
情的“铜墙铁壁”，为居民筑牢防
线。

“我们这些楼长、志愿者实行三
班倒，24小时守在小区的进出口。”
渝汇蓝湾小区业委会主任、17栋楼
长詹必爱告诉记者，这个春节他根
本顾不上自己家，大部分时间都花
在小区的疫情防控上，“有一次两天
就吃了 4顿泡面，但是心里很满足、
有成就感。”

相对于渝汇蓝湾这样的封闭式
小区，坎门街道还有一些半开放式
和开放式的小区，因人员流动性
大，加之居民出行方便，给防疫工作
带来了一定困难。为此，坎门街道建
立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制，责任到
人，联系到户，为群众撑起了“保护
伞”，为防控拧紧了“安全阀”。

海港社区就是一个开放式小
区，区域内的住户、租户、商户众
多，且都来自四面八方，社区掌握
的全域情况比较动态且碎片，从前
期摸排的数据来看，工作体量很
大，执行难度较大。

“我们社区内仅‘九小’商铺就
有 600多家，棋牌室 20多家，除了
不能堂食的餐饮店以外，其他店铺我
们第一时间就关停了。”海港社区党总
支书记骆跃雄告诉记者，疫情防控阻
击战一打响，社区内就有 20多名党
员、志愿者报名参加防控，“每天都
有七八名工作人员在辖区内巡查。”

疫情防控期间，天气放晴的时
候，村民们聚集晒太阳、打牌、下
棋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工作人
员一旦发现公共场所有人员集聚且
不戴口罩，便会对现场集聚人员进
行劝散。

当然，也会遇到一些不理解的居
民，认为事情没那么严重，这些行为
都是小题大做，不愿配合，抵触抗
拒。“对此，我们就一直劝到他们散

为止，屡劝不听的就联系派出所民警
一起来劝。”骆跃雄说。

王女士家就在海港社区，疫情
防控期间，她开车送姐姐去椒江机
场。返家后，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要
求她进行隔离。“刚开始，我很不理
解，只是送姐姐到椒江，期间连车
都没有下过，怎么需要隔离呢？”王
女士说，但社区工作人员对她进行
了耐心劝解，告诉她疫情的严重
性，而且还考虑到隔离期间门上贴
封条会招致附近居民异样眼光，就
帮她在门上贴情况说明，解释王女
士并非因疑似感染而隔离。看到社
区工作人员做的种种努力，王女士
也就打消了顾虑。

对于市民居家隔离期间生活上
的不便，坎门街道还有以党员、海
韵救援队、群团三股力量为核心所组
成的“红色代办团”，坚持一线服务，
帮助代办、代买、解决困难，让群众
在疫情中感受党群温情。“病毒必须隔
离，人心不能疏离。”郑青波说。

除了陆路上的疫情防控，坎门
街道还坚决守卫海上疫情防控关
口。坎门街道海岸线长达 44公里，
拥有大小港口 20余个，守好海上门
户尤为关键。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
女子民兵哨所的 11名哨员在接到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令后，第一时
间归哨，白天晚上轮流值守实时监
控海上情况。

与此同时，市海韵救援队 50多
名队员通过合理排班，采取分段包
干制进行巡逻，每天 24 小时不间
断，各组之间联防联控，确保海防
线万无一失。

为了切实守好海上门户，坎门
街道积极做好总体部署，通知辖区
内280余艘船只，要求其在疫情警报
解除之前不得擅自出港；在鹰东水
产品市场码头设置体温检测点，严
格落实防范管控措施，合格一人、
放行一人，其他港口码头全部关闭。

截至2月12日，坎门街道在集中
留置及隔离点观察 81人、居家观察
242人，累计满14天解除观察818人。

“守土有责，一往无前。”坎门
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国立表示，如
今，街道上下已凝聚起共克时艰的
强大合力。下一步，随着企业的陆
续复工，我市将迎来外来人员返玉
高潮，坎门街道将继续强化防疫指
挥协调，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到位，
全力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遇紧急情况3分钟可做出反应
坎门街道干群齐心共筑疫情防控坚实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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