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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

连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时刻牵动
着人心，疫情防控工作任务异常艰巨，许多疫区医院
出现了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口罩成为了每个家庭的
必需品，也是当前奋战在一线的疫情防控人员最紧缺
的物资。形势严峻当前，瓷都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不
忘社会责任，纷纷伸出援手，紧急支援前线，为抗击疫
情贡献自己的力量，彰显大爱情怀。

1月31日，市住建局景纬房地产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积极组织开展“抗击疫情，赣红行动”专项募捐
活动，驰援武汉奉献爱心。当天下午，该公司全体工作
人员通过“腾讯公益一起捐”线上捐款的方式献上自
己的爱心。截至目前，共捐款2080元。

2月1日上午，昌江区鲇鱼山镇凤岗村朱家小组村
民黄祖道将个人筹备的1000只医用口罩捐赠给凤岗
村村委会，用于村委会干部值班工作人员、乡医及武
汉返乡人员等。据悉，该村从武汉返乡人员有12人，村
委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佩戴的口罩不够，政府发放有
限，村委会基本买不到口罩。黄祖道通过自己的义举
向在一线防控疫情的工作人员捐赠医用防护物资，极
大缓解了该村疫情防控压力。

2月2日，景德镇市辰兴家电有限公司向珠山区石
狮埠街道无偿捐赠200只口罩，用于支援该街道抗击
疫情的工作。该公司部门负责人表示，当前疫情防控
工作形势严峻，物资严重匮乏，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向一线疫情防控人员捐赠200只口罩，为全市疫情防
控工作贡献一份力量，希望能给奋战“疫”线的工作人

员带来帮助。街道工作人员在接收物资后表达了诚挚的
谢意，并及时将物资发放到一线疫情防控人员的手上。

2月3日，上饶市鄱阳县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迅
速增加，由于昌江区丽阳镇芦源、丽阳、江联、丰田、山
田、联村6个村与鄱阳境域毗邻，该镇党委、政府紧急
召开“鄱阳籍人员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要求相关村
一定要坚守岗位、严防严控、齐心协力地保护群众安
全和健康。这样的局势进一步加大了该镇的疫情防控
工作量，芦源村爱心人士陈丽平得知此消息，自己前
往全市各大食品批发部紧急购买200箱方便面和10
个帐篷于 2 月 4 号上午赠送到了镇政府，支援该镇
疫情防控工作的前线人员。

日前，浮梁县政协委员占义泽通过该县红十字会
捐赠的20000只口罩犹如一场“及时雨”，缓解了该县
防疫防护的燃眉之急。占义泽是浮梁县臧湾乡人，不
仅是一名政协委员，还是一位在福建经营医疗器械的
乡贤，当接到县政协的电话，了解到家乡正缺口罩，希
望在外的政协委员能帮助家乡采购一批口罩时，他当
即表示将尽快联系购买，并全部捐赠给家乡。经过多
渠道了解防疫物资供给信息，他终于联系到位于江西
进贤的口罩生产厂家，在占义泽明确表示口罩并非用
于盈利而是用于捐赠的情况下，厂家才答应发货
20000只。

近日，珠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工作人员来到
张新城老人家中发放防疫抗病宣传资料。得知本次疫
情后，老人决定通过市红十字会捐款1万元用于本次

防疫抗病。今年95岁的张新城是一名党龄75年的老
党员，曾参加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他每年都要从
自己的离休工资中抽出一大部分用于慈善。对于老人
的捐款行为，老伴和子女均表示尊重与支持，并为他
高尚的情操感到光荣。

在支援“抗疫”的行动中，我市各级劳模、先进工
作者积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勇担先锋。日前，市劳
模、江西景源电器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恒荣个人向市
红十字会捐款7万元人民币。在他的带动下，公司职工
积极响应，共筹集善款17400元，全部用于支持湖北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疫防护物资采购；市劳
模、瓷都工匠王永峰通过浮梁县红十字会捐款1万元、
市劳模陈菊荣通过市红十字会捐款1万元用于我市疫
情防控；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占昌华先后通过市县
两级红十字会、青联等渠道，捐款5100元，并免费发放
1000余个口罩，助力疫情防控；市劳模付建文，先后捐
款6000元，并组织民建陶美一支部党员向市社会福利
院捐赠防疫物资；市劳模李昭钱、田田，一次性捐赠
2000个口罩、10个护目镜；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
少捷，积极参加“景德镇市抗击新型肺炎疫情心理支
持志愿者服务队”，为社会群众提供免费的公益心理
咨询服务；中铁四局景德镇国信滨江苑项目部联合工
会主席吴尔斌，曾是医务工作者，春节期间，他和妻
子、儿子、儿媳一家四口，走进位于安徽合肥蜀山工业
园的一家药械厂，每天工作六小时以上，义务帮助药
械厂的工人做医用酒精、消毒剂的外包装工作。

“战疫”后方 爱心潮涌
——瓷都爱心企业人士积极捐赠支援抗疫前线扫描

本报记者 吴立群

老 党 员 战“ 疫 ”勇 担 当
叶列东 本报记者 邹勇宾 邹宝盆

今年的春节与往年不同，年三十晚上，珠山区石
狮埠街道综治办主任谭庆匆匆吃完年夜饭，放下碗筷
就马不停蹄地赶往街道，和街道书记、主任带着物资
一同慰问坚守岗位的社区干部们，虽然一路奔波，但
他丝毫不感到辛苦。

大年初一，因疫情形势日益严峻，街道党工委将
全体干部下派到社区协助网格员进行人员摸排工
作。在只有一层薄口罩，没有其他防护设备的情况
下，对武汉回景、有密切接触史的重点人员开展工作，
有的同志害怕了。这个时候，谭庆挺身而出，迎难而
上，他说：“我是老党员，又是退伍军人，我不上谁上！”

谭庆主动上门为重点户进行体温监测、运送物
资，并组织了一支由年青干部组成的“党员消杀队”，

对重点户居住的家里、楼道和小区进行消杀。几十斤
的喷雾器，一背就是一下午，对于年过五旬的他来说，
尚显吃力，每次工作完，难免会浑身酸痛，但他从来不
会有一声抱怨。

“全区所有小区（含开放式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人员进出一律测温，并出具有效证件……”2月4日，区
第4号指挥部发布，面对这样严格的管控措施，大家发
愁了。梨树园北苑小区面积大、人员杂、出入口较多，且
没有物业，要做到封闭式管理难度非常大。人手不够怎
么办？出入口怎么办？居民不理解怎么办？

关键时刻，谭庆发挥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在群
众中的号召力，积极发动小区业主，组织了一支由23
人组成的防疫志愿队，解决了人手不够的问题。发动
小区住户，用私家车横向接龙堵路、钉上铁板和铁架
子封进出口，对进出人员和车辆进行守关管控，外来
人员、车辆、外卖、快递等一律不得进入小区，并在路
口设置体温监测点，人员进出一律测温。

小区出入口封闭后，出行不便，很多居民不理解，

有情绪。谭庆一边耐心地做好群众工作，一边骑着绑
着小喇叭的电动车在小区楼栋间进行巡逻，得到了小
区居民的认可和好评，越来越多的居民自发拿起小喇
叭、开着小汽车到小区内宣传，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十多天来，街居干部一直“白+黑”奋战在一线，很
多干部都累倒了！谭庆主动提出自己值晚班，让社区
干部休息，他说：“社区干部女同志多，他们就像我的
妹妹，值晚班不方便，看着他们每天那么辛苦，我实在
不忍心，他们太累了！”殊不知，从除夕开始他一直奋
战在最前线，一刻没停下，早出晚归，几乎是吃住都在
街道、社区。

社区干部、小区居民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找谭
庆，“有困难，找谭庆”，成了大家的口头禅！面对这些

“困难”，他总是笑着说，“大家找我就是信任我，我是
党员，肩负着责任，就要努力对得起自己的身份。”

朴实的脸上写满了真诚，就是这样一位平凡却不
普通的党员，在战“疫”一线践行初心，不辱使命。

本报浮梁讯（吴晓娟）近段时间以
来，在浮梁县王港乡抗击疫情的战场
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最刻不容缓的工
作来抓，全力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和先
锋模范作用，党旗高高飘扬在王港乡

“战疫”第一线。
疫情来势汹汹，该乡正月初一便成

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部，多次召开紧急工
作会议，建立了乡联防联控“3+1”工作
机制，每天召开联防联控工作组碰头
会，全面部署防控工作，落实各项防控
责任。乡党政班子成员挂点各村（场）坚
决实行包干制，层层压实责任，坚持每
日排查、每日调度、每日报送，督导各村
（场）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牢牢把握疫情
防控工作的主动权。

该乡党政班子成员始终坚持靠前
作战，一线办公。每日深入各村（场）查
疫情、抓宣传、强调度。采用“3+1”联防
联控网格化管理，即一名乡党政班子成
员、一名村医、一名村干部，集中协同对
1名湖北返乡人员进行全程监测，严格
控制活动范围；共同上门入户，摸排外
地返乡人员身体状况，纾解人民群众不
安心理，讲解当前疫情发展情况，宣讲
疫情防控各项知识。带头做细做实疫情
防控工作，不断发挥“主心骨”作用。

疫情当头，该乡各村（场）党员组建
了疫情防控突击队、“村村响”宣传先锋
队、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为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凝聚了一股强大的

“红色力量”。
肩负防控重任的医护员，联系村

（场）群众的信息员，入户摸底的排查
员，走街串巷的宣传员，消毒杀菌的清
洁员等等，共同筑起了该乡疫情防控铁
墙。“我是党员，又是老支书，对村里我
最熟悉，这种时候我怎么能不上”“我是
退伍军人，我免疫力强，也有经验，请让
我加入疫情防控突击队”“我没成家，没
有小孩，让我来参加上户宣传”全乡主
动放弃假期、请缨奔赴“战疫”一线的党
员干部有很多，村头巷尾到处都是他们
活跃的身影，他们让党员的初心绽放光
芒，让使命遍地开花！

该乡各村（场）党支部充分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打通疫情防控的“最后一
公里”。内有100%全覆盖的返乡人员入
户摸排，及时掌控70余户外地返乡人员
情况；劝阻村民停办酒席，春节以来，共
劝停酒席20余场；多途径、广渠道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发放传单1.2万份，
上户张贴标语500余份；对村内商店、
学校、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专业消毒处
理5次；“村村响”大喇叭车倡导百姓少出门、勤洗手、戴
口罩等。外对各进村入口设置卡口，轮班值守，进村人员
及车辆全部登记、严格管控。另外，保障村内各项物资供
应充足，与周边村落以及上级部门加强信息沟通，联防
联控。全力打造了王港乡“内外结合、左右互助、上下齐
心”的防控良好格局。

当前，该乡不遗余力引导村民群众树立“抗击疫情，
人人有责”的防控意识，团结带领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
群众，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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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饶宏 李华）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高新分局全力以赴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切
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畅通联防联控信息共享机制。该局严格
落实责任到人和疫情报送纪律，建立联络员
工作机制和每日疫情报告制度，为实现疫情
及时掌握、及时处置搭建平台。

主动协助园区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摸
排、登记工作。深入企业排查，对企业人员实
行逐一上门、电话、短信和微信摸排，并及时规
范记录和上报，确保早发现、早监测、早隔离。

切实做好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按照
疫情防控部署要求，把企业复工和疫情防控
工作统筹起来，实行企业复工备案管理，督促
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有关工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抗击疫情在行动

珠山区昌江街道再胜弄社区为进一
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社区支部
书记、主任廖燕带领社区干部、党员志
愿者在做好日常宣传、消毒、排查外，
结合辖区老城区人流量多，进行“里

弄+小区”双向封闭管理。该社区按照
“按户办理、不落一户”的原则，由社
区、物业和值班人员在证明其确实为本
小区常住居民，即可办理通行证，凭证
出入的车辆和人员，出入测量体温，则
不需要重复登记信息。 （廖燕 摄）

“您身体不好，为什么总是早
出晚归？冲锋在抗疫的前线，我们
担心您呀！”春节期间，昌江区吕蒙
乡官庄村党总支书记江春根每天
回到家后，都会听到女儿对他的关
心和抱怨。江春根回答道：“作为
村里的书记，我不冲锋在前，谁冲
锋呀？我在外面会保护好自己，不
让你们担心！”

江春根身患糖尿病，却不知疲
倦，始终冲锋在抗疫的第一线。每
天，他必到各个卡点了解情况，协
调解决工作上出现的问题，每天要
接几十个村民电话，反映外来人口
信息的，他急赴现场，认真登记并
做好宣传管控工作。

面对物资的急缺，这可把江春
根急坏了，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
海里闪过，村民家中可能会有，他
四处向村民朋友打听，最终借到了
3支电子测温计。疫情十分严重，
一线工作人员没有口罩可万万不
行。他想到豪德市场有一家销售
劳保物品的商户应该有口罩，立即
赶到商户门前，发现大门紧锁，联
系店主，却在外地赶不回来。情况
万分紧急，征得店主同意后，破锁
而入，拿到了口罩，解决了燃眉之

急。第二天，业主被官庄村抗疫工作精神所感动，将
100只口罩送到了村委会。

江春根主动担当作为，在全村防控压力大的情
况下，对豪德、电信宿舍、捆牛山等盲区，在乡党委政
府的部署下立即接管，并及时带领人员做好宣传防
控工作。在防控本村的同时，他又加强互防联动。
积极与古城、历尧保持联系，分享防控经验，加强交
流通沟，在得知历尧村缺少温度计的时候，他在自己
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出借1只温度计给历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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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玉洁 记者 甘牧）连日来，为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保障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珠山区竟成镇童街村采取了
一系列应对疫情的举措。

该村工作人员对本村所有住户进行逐人摸排，对来自疫情重点
地区人员隔离观察，为每户居民发放口罩、测量体温。村干部每天开
展防疫宣讲，张贴警示横幅、标语等，营造防疫氛围。该村每天还对活
动广场及健身器材、公厕等重点部位和村办公室、公共区域进行日常
消毒，实施封闭式管理，同时保留一个出口，对进出人员测温登记。

竟成镇童街村积极打好疫情阻击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是基于每个人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刻情感，也是调节
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准则。它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起来，要求人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