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疫情的大考再次来袭，众多医务工作者、社区
工作者义无反顾地来到一线抗击疫情。与他们同行
的还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的身影在静态管理小
区、在核酸检测点、在卡点值守关口、在运送物资路
上、在转运隔离人员途中……他们身着防护服，满身
是汗水，常常夜不能归……

“请大家间隔1米，把绿码亮出来……”11月21日
上午10时左右，珠山区新村街道北路社区核酸检测
点，来自城市公共事业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刘俊正在引
导群众有序排队。除此之外，他还会上门宣传，协助
医护人员进行核酸采样，给群众解疑答惑，忙个不
停。刘俊告诉记者，自己是第一次参与抗疫志愿工
作，经验不是很足，所以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走。“通过
这几天的志愿服务工作，我在社区工作者和其他志愿
者身上学习到了很多，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奉献精
神，能为抗疫尽一份力我感到非常自豪。”

程长卿是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
疫情发生后，他看到一个又一个医护人员为救人奋
不顾身，特别感动。作为一名积极向上的优秀青年，
他自发参与到这次抗疫志愿者队伍中来，承担起核
酸检测样本转运员的工作。“清点试剂、填表交接、扫
码转运、装车出发……核酸检测样本运送工作看似
简单，却是检测工作的最后一环，凝结着群众、医护
及防疫工作人员的全部努力。”程长卿表示，转运意
味着与病毒近距离接触，存在着被感染的风险。保
证自身安全、保证样本质量、保证运送速度，为防止
工作出现纰漏，这三个“保证”，他每天都要跟自己反
复叮嘱。

“我们社区共有三个核酸采样点，每天都会有来
自全市各行各业的100多名志愿者加入，开展核酸检
测点位服务、信息采集、防疫宣传、样本转送等工作，
发挥各自特长协助社区做好日常管理。”珠山区新村
街道北路社区主任万芳表示，有了志愿者的帮助，他
们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这次疫情很快就会被遏制住。

在梨树园南苑，市第十三中学体育老师万先进每
天早上7点就到核酸检测点上，穿好防护服后，立刻
进入工作状态。“现在小区实行闭环管理，梨树园南苑
现在只保留一个入口，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值守在入口
处，管理居民进出情况。”万先进介绍，闭环管理后，志
愿者会分早中晚轮流值班，小区居民出不去，有些人
不理解，志愿者就要耐心做解释工作。作为一名教

师，在志愿服务之余，万先进还抓紧在微信群里向班
里的学生们安排体育课程的线上教学任务。“作为教
师，我有责任和担当参与其中，一起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

“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志愿者们奋战在一线，毫无
怨言，任劳任怨，真的很感动。”梨树园南苑居民肖序
璋说，每天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
一名志愿者站在旁边维持秩序，给大家扫码、测体温，
看到他们从天还是蒙蒙亮就开始工作，有些志愿者甚

至要工作到晚上，真的很辛苦，为他们的无私奉献精
神点赞。

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余梅
介绍，梨树园小区是我市的老旧小区，住户多且集中，
疫情期间将原有的8个路口缩减至1个路口，社区工
作任务重，压力大，多亏有志愿者们的加入，不但减少
了社区工作压力，而且他们还为社区工作出谋划策，
让社区抗疫工作开展更加顺利，实实在在服务居民，
用心用情当好居民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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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甘牧）日前，市木兰拳协会在珠山区
昌河街道梦园社区举办了2022年全市科学健身“六进”
志愿服务活动。

来自全市各队的协会成员先后表演了木兰长绸扇、木
兰金银扇、木兰拳、木兰风云扇等节目。一个个精彩纷呈
的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认真贯彻落实省体育局和市教体
局相关文件精神，充分彰显健身魅力，通过运动让生活充
满乐趣，让市民更加热爱并参与运动。

市木兰拳协会开展科学健身
“六进”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瓷都晚报记者 张钧和）
11月20日清晨，珠山区石狮埠街道春
天社区开始了新一天的核酸检测采
样工作，梨树园小学老师张巍和8位
同事来到春天社区，协助维护现场秩
序。

张巍他们是梨树园小学派驻春天
社区的党员志愿者，被分派到三个核
酸检测点后，穿上防护服，就忙着分流
排队的人群，提醒居民保持距离。张

巍告诉记者，这是自己第一次穿防护
服，感受到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的
艰辛，看到大家齐心协力地奋战在一
线，他相信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春天社区两委委员张燕介绍说，
当天有梨树园小学、陶新小学等单位
及辖区居民党员志愿者120余人忙碌
在辖区莱顿风情、春天花园和天宏花
园三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协助辖区核
酸检测工作。

老师穿上了防护服

本报讯（瓷都晚报记者 刘静）微
光成炬，众志成城。面对疫情，广大志
愿者积极响应号召，奔赴疫情防控一
线，以勇敢担当和暖心服务织起一道
温情的志愿服务网。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们
的身影。11月19日至20日，昌江区接
连开展了两轮全民核酸检测。记者在
昌江区西郊街道凤凰山社区一核酸检
测点看到，志愿者们主动帮着社区工
作人员进行核酸采集、群众疏导、信息

核查、秩序维护等工作。
同样，在核酸采样过程中，有的小

区志愿者们化身“扫楼”的楼长，手持
喇叭呼喊居民去排队做核酸，并主动
承担起维护现场秩序的责任。当日的
核酸检测志愿活动结束后，晚上他们
又马不停蹄入户核对相关信息。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对抗，舍小家
为大家，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保驾护航，防控一线的一个个红色
身影成为动人的风景。

志愿者热忱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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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雪随风不厌看，一片飞来一片寒。
11月22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个、冬季第二个节

气——小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
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小雪是反映降水与气
温的节气，它是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数较高的节气。小
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降水量渐增。《群芳
谱》载：“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这个
节气期间的气候寒未深且降水未大，故用“小雪”来比喻这
个节气期间的气候特征。

小雪三候。“初候虹藏不见”，彩虹是雨后空气中含有无
数水滴，折射太阳光形成的，这时雨季过去，飘下的已是雪
花，彩虹自然就不会出现了。“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这
时的大田里已经没有庄稼了，空气中缺乏水分，天空中也没
有了云彩，显得一片空旷。“三候闭塞成冬”，天气一天比一
天寒冷，河流开始结冰，家家关门闭户防止冷空气进入室内
——冬天来到了。

我国地域广阔，在冬季，大部分地区都会降雪，东北、内
蒙古、新疆等地早在小雪节前就已经开始飘雪了，但长江以
南则要到小雪节后才能见到雪，在气候温暖的华南地区则
基本无雪。雪花是空气中的水汽在0℃以下的气温环境中
凝结而成的冰晶。在放大镜下，每一片雪花都是一幅精美
的图案，有的似晶莹的薄片，有的像白亮的银针，有的像一
把张开的小扇，有的像夜空的星星，其基本形态都是六角
形。这种整齐划一的六角形态，不愧为大自然神奇力量的
杰作。

小雪时节，大田里的地面上还有些作物，在上冻之前可
以收。“小雪铲白菜，大雪铲菠菜”，如果误了农时，便是“小
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说明
小雪节的降雪，对农业生产非常有益。

为了应对变冷的天气，过去，人们会储存大白菜，同时
腌菜、做些腊肉以备冬季食用。要是赶上小雪节气正好下
了雪，还有人会收集雪水，认为可以“败火”，治疗热毒。民
间有：“冬腊风腌，蓄以御冬”的习俗。小雪后气温急剧下
降，天气变得干燥，是加工腊肉的好时候。小雪节气后，一
些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把多余的肉类用传统方法储
备起来，等到春节时正好享受美食。在南方某些地方，还有
农历十月吃糍粑的习俗。

小雪：寒未深而雪未大
□ 本报记者 吴立群

醉美节庆·小雪

本报讯（张大军）为认真贯彻落
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策部署，扎
实做好疫情防控和保供稳价工作，11
月 20日，市市场监管局对我市重要
生活物资源头供应商进行检查，督
促蔬菜、猪肉等商品的源头供应商
依法诚信合规经营，全力维护市场
秩序。

在曙光路批发市场，检查组向
蔬菜批发商户详细了解近期蔬菜的
采购、销售价格及储量等情况，要求
各商户依法经营，不得哄抬价格。
在童街生猪屠宰厂，检查组在了解

了生猪屠宰的货源、数量及价格、转
运情况后，要求企业积极履行疫情
防控社会责任，全力做好稳价保供
工作，发挥行业引领作用。从检查
情况来看，我市的蔬菜、猪肉源头批
发价格没有大幅变化，较为稳定。

下一步，该局将根据疫情形势
变化，及时调整监管手段，将抓源
头、抓重点作为当前价格监管主攻
方向，严管批发行业、农贸市场、商
超的价格行为，通过靶向监管、精准
执法提升监管效能，对顶风作案、影
响恶劣的，一律从严从重查处。

市市场监管局：

全力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我奉献 我自豪
——珠山区抗疫现场志愿者工作侧记

□ 本报记者 王姝

近期，我市疫情防控压力陡增，市审计局志愿者程璐璐（左二）在接到原党组织关系所在地——珠山区里村
街道童宾社区请求支援的电话后，没有犹豫，毅然进入珠山区，参加该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志愿服务中，她巾
帼不让须眉，挺起逆行者的倩影，用行动诠释着审计机关党员的“疫”线使命。 （邹伟鑫 摄）

“我家里有5个月大的婴儿，晚上要带宝宝，能调整到白天值班吗？”11月20日晚8
时47分，珠山区里村街道恒大社区在职党员志愿服务微信群里弹出了这样一条微信。

记者发现后，立即与恒大社区工作人员联系，主动请缨，参加当晚10时至21日1
时的重点封控楼栋志愿服务活动。

当晚9时33分，记者提前来到恒大名都小区23栋2单元门口的值守帐篷，向值
班人员详细了解志愿服务活动的内容和注意事项。当获悉4名党员志愿者中需要一
人进入单元楼，为封控的居民提供面对面服务时，记者主动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记者当即领取了个人防护用品，带上了N95口罩和头套，穿起了防护服和鞋套，
戴好了防护面罩和医疗手套，将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

10时整，记者“全副武装”进入重点封控的23栋2单元，开启了志愿服务战“疫”
路……

上图为11月20日晚11时许，本报记者程万海为恒大名都小区23栋2单元封控
的居民送外卖。 （李军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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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边街社区负责人正在与在职党员支援社区工作组会商志愿服务分工方
案。 （本报记者 董军发 摄）

本报讯（王森 记者 程丽媛）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丰富群众法治文化生活，日前，市司
法局联合市文旅局在市图书馆举办法治文化书籍群众阅读
活动。

来自机关单位、社会各界的20余名读者齐聚一堂，分
享阅读感悟，交流法治对于生活的影响。市司法局、市文旅
局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将法治宣传教育贯穿其中，持续开展
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在培养广大群众阅读习惯的同时，通
过沉浸式阅读体验，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营造浓厚的阅读
氛围。

今后，市司法局将持续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不断
扩大法治宣传教育受众面，推进法治文化、精神文明融入群
众生活。

我市举办法治文化
书籍群众阅读活动

本报讯（张子鹏 周紫玥）11月 18日，由中铁四局市政
公司承建的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博览旅游交流中心三标
段工程完成最后一区块地下室主体结构混凝土的浇筑作
业，标志着项目全面冲出地下室、跃进地上主体结构施工
阶段。

该中心三标段工程位于我市迎宾大道北侧，寺山路
西侧，用地面积 8756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7293 平方
米。该工程是景德镇弘扬中华陶瓷文化，讲好中国陶瓷
文化故事，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瓷都新形象的地标
性建筑。工程建设内容包含商业建筑、道路、广场、绿化
等，其中地下二层主要功能为机动车库和设备用房，地下
一层及四层主要功能为商业，屋面设计有机动车停车场，
其中机动车位866个、非机动车位1200个。项目建成后，
将助力我市陶瓷产业形成国际性市场集群，推动陶瓷行
业商家聚合，形成行业内产业中心高度，提升城市整体形
象。

自8月开工以来，该项目部克服体量大、工期紧、专业
多等困难，各个环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要求，
倒排土建施工进度计划，严格执行“三检制”、领导带班
制、旁站制度，加强施工过程控制，保证施工生产的安全
可控、优质高效。

据中铁四局市政公司介绍，施工任务依然紧张严峻，
项目部全体员工将继续发扬“勇于争先 永不满足”的企
业精神，以一流品质和一流效率圆满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打造精品项目。

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博览旅游交流
中心三标段工程地下室顺利封顶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