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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队员陈薪吉连续战“疫”十来天没见着孩子

“宝贝对不起，爸爸失约了”
本报记者 张庆 包俊

众 志 成 城 防 控 疫 情

“同志们，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根据安排，各单位

要抽调人员支援挂钩街镇疫情

防控工作，请大家积极主动报名

应‘战’。”

“我报名”“我也报名”“如果

可以，算我一个”……

1 月 28 日晚，原本安静的

“綦江统计”微信群随着一则消

息的发出变得热闹起来。

“我是党员，也是一名中层

干部，理应冲在前。”杨义是该局

最“瘦弱”的一名女职工，同事们

常常开玩笑说一阵风就能把她

吹走，这次也主动请缨加入“战”

斗，与该局另一名职工一起负责

文龙街道沙溪社区的情况摸排

和人员监控。

杨义的丈夫郑徐是安稳电

厂的职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为确保居民用电，郑徐也被

单位紧急召回，并在单位进行了

封闭式管理。

为更好地开展工作，降低感

染的风险，夫妻俩一合计将5岁

的儿子送到了父母家照顾。

因工作任务重，社区离家也比较远，为节约时

间，杨义每天早出晚归，中午饿了就和同事用泡面

“解决”。

父母见她每天不顾身体劳累奔波，实在心疼，

有一天叫她回家改善伙食，顺便看看孩子。“每天

在外面走，虽然带了口罩，还是不放心，就站在门

口扒了一碗饭。”说到这里，杨义眼眶有些红了。

其实单位领导考虑到杨义的实际，曾问她需

不需要找人换一下岗，但都被她拒绝了：“既然选

择了就不后悔，而且这半个月下来我对社区的情

况和一些隔离户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了，我能坚

持！”

在区统计局，像杨义这样积极投身抗“疫”一

线的党员干部还有12人。在疫情来临的时候，他

们把支援抗“疫”当做责任，用行动践行初心和使

命，谱写着统计人的坚强与勇敢，他们是最美的统

计“逆行者”。 通讯员 秦小娟

连日来，我区更严更

实更细更快做好物业小区

封闭管理，对于保障性住

房小区，也同样强化管控，

防扩散、防输入，全力守护

居民健康平安。

我区共有枣园、红星、

北渡等21个保障性住房小

区，分布在 9 个街镇，范围

广、住户多，防控形势严

峻。

在枣园保障房小区入

口处，社区工作人员、党员

志愿者以及小区物业正一

同值守，对进出人员测量

体温、实名登记，并对衣物

等喷洒消毒。这些佩戴着

党员先锋队袖章的队员是

区住房城乡建委安排到小

区来帮忙的。“他们在这

里，让我们感到很放心。”

小区住户刘衍平说，小区

管理很严格，每个外出的

住户回到小区不但要登

记、测体温，连鞋都要消

毒。

据区住房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疫情

需要，该委在适时制定住

房保障领域疫情防控工作

应急预案的同时，迅速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针对全

区保障性住房小区7500余

户住户，在配合街镇、社区

深入排查、宣传引导的基

础上，该委还组织人员开

展电话排查和短信提醒，

并从2月3日起，安排党员

先锋队深入21个保障性住

房小区参与疫情防控，确

保防控工作不漏一栋、不

落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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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先锋队增援保障性住房小区疫情防控

“他们在这里，我们很放心”
本报记者 黎梨 赵竹萱

文龙街道志愿者在单体楼栋值守居民出入登记，并对防疫知识进行宣传。

通讯员 罗颖 摄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处于关键时刻，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街镇、部门严阵以待，坚决执行落细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各级党员干部及广大志愿者坚守一线、持续战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身穿蓝色制服，是一群热血无

畏的平民勇士；他们脱下制服，是

茫茫人海中的一名普通人。新冠

肺炎疫情来袭，他们再次吹响集结

号，选择“逆流”而行。

“轰轰轰……”近日，在核桃湾

社区，2 名身穿白色防护服，举着

消杀迷雾机正在作业的人员，正是

我区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当天他们

的任务是要对该社区进行全面消

杀。

“针对这次疫情，我们所有人

员包括我在内，都向我们主管单位

区应急管理局写了‘请战书’。作

为应急救援队队员，我们也想为国

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区蓝天

救援队队长陈薪吉如是说。

今年30岁的陈薪吉从大年初

一开始，就和队员一起在防控一线

忙碌着。在这次消杀作业中，他和

队员们自筹经费购买2台弥雾机、

防护装备、消毒液等防控物资，先

后为部分机关单位办公区域、桥河

社区、孟家院菜市场等地进行免费

消杀10余次。

陈薪吉的妻子是桥河卫生院

的一名护士，也在防控一线工作，

为了保护孩子，夫妻俩商量后把孩

子送到奶奶家住。2 月7 日，已经

十来天没见到女儿的陈薪吉，在休

息间隙给孩子拨通了视频电话，因

为当天正好是孩子陈金函 6 岁生

日。

本来年前说好，孩子生日当

天，全家一起过，但是如今这个承

诺陈薪吉无法兑现，但他还是拨通

电话告知孩子，忙完这一阵，给他

买个大蛋糕为他补过生日。

作为一名父亲，已经连续两年

没陪孩子过生日，陈薪吉很是愧疚，

但作为一名应急队员，不管面对何

种危险，陈薪吉和他的队员都把“帮

助他人，快乐自己”放在心上。

据 了 解 ，綦 江 蓝 天 救 援 队

2018年8月成立，是一支民间救援

队伍，队员们都来自不同行业，主

要协助政府开展一些自然灾害救

援、安全生产事故救援等志愿服

务。目前，该队有50名成员，已开

展宜宾地震救援、永城老人失踪搜

索、新盛马蜂窝摘除等23次救援。

本报讯（记者 覃宁波 通讯

员 但成培）“麻烦帮我们买瓶醋，一

瓶老抽，一包味精。”“我们家要一袋

米，还要袋洗衣粉！”“叔叔，帮我带个

笔记本和两支签字笔，谢谢！”……这

几天，石壕镇紫龙村微信群里，群众购

物信息不停。村发展专干王绍梅看到

信息后，拿起笔记本记录好大家需要

购买的物品，并逐一回复每位村民。

从2月3日开始，紫龙村为严控村

民外出，防止交叉感染，做到“若非必

须、绝不出门”，村民可以采取微信、电

话等方式预约购买日常生活物资。

村支两委商议，决定成立一支“党

员代购队”，每天由社长统计群众需

求，或村民们直接电话、微信联系村干

部，村发展专干王绍梅逐一登记，再由

村上统一采购，最后由社长和党员为

村民分发，切实保障群众生活需要。

张元华是紫龙村村主任，也是一

名刚转正的共产党员，率先将自家的

小货车变为“党员代购车”，每天往返

石壕场镇和紫龙村，为群众购买生活

必需品。“群众支持工作不外出，我们

要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现实困难。”

张元华说，群众住在家，党员来跑腿，

共同做好疫情防控。

自“党员代购队”成立以来，代购

队已为村民代购近 3 万元的物资，减

少近300名群众流动出行。“每个村居

都有2至3人的党员代购队。”石壕镇

相关负责人说，党员代购，既减少了人

员流动，又能满足群众需求。

党员代购车 物资送到家

党员代购车正在给村民送货 通讯员 但成培 摄

▲

本报讯（记者 张学成）2 月 9

日，我区召开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视频会议，对企业复工

复产、疫情防控等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区领导刘扬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

会上，区经济信息委安排布置

了全区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工

业园区管委会安排布置了企业复工

复产工作；区国资委就支持企业发

展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区卫生健

康委就疫情防控要求进行了培训。

会议要求，各企业复工复产时

间不得早于 2020 年 2 月 9 日 24 时。

企业复工复产实行报备制度，企业

制定复工复产方案向园区管委会或

街镇书面申请，提交复工复产报备

表、疫情防控承诺书，经园区管委会

或街镇同意后方可复工复产；个体

工商户等参照复工复产企业执行，

行业有其他规定的则按相关规定执

行。

会议强调，企业复工复产必须

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组成专班负责疫情防控

工作，制订本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和应急预案；必须严密落实各项

防疫措施，逐级明确疫情防控责任

人，自觉承担本企业防控责任和经

费支出；必须承诺疫期不新招收不

符合防控要求的重点区域人员及其

密切接触者；必须严格落实市外返

工人员不少于 14 天的隔离医学观

察措施；必须按照《企业职工疫情防

控操作手册》要求，严格执行到位。

必须做好防疫准备工作和抓好员工

的排查工作，同时完善具体管理制

度。

我区安排部署疫情防控期间
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贾海涛）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区广大党员坚决

响应号召，广泛动员、迅速行动，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体现担

当作为，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力量。

1月27日，由古南街道牵头，公

安、交通、卫生、工业园区管委会等单

位组建的古剑山高速路口卡口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临时党支部正式成立，

给驾驶员测体温、为大家提供力所能

及的服务，33名党员在这里三班倒，

24小时值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除了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我

区还有不少党员缴纳抗击疫情专项

党费，党员封成书就是其中一位。近

段时间封成书通过各级媒体了解到

社会各界都在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后，她也思考着要做点什么，最后决

定，向党组织缴纳一万元抗击疫情专

项党费。

据区委组织部统计，截至目前，

全区共收到 521 个基层党组织的

2133名党员自愿缴纳的抗击疫情专

项党费共计441550元，这其中自愿

缴纳抗击疫情专项党费金额超过

1000元的党员共计81人，共缴纳党

费98331元。

同心战“疫”显担当

全区党员自愿缴纳党费44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 陶玲）为积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缓解群众应急出

行无口罩问题，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大美綦江APP红蚂蚁商城推出口罩

预售服务，即日起市民可下载大美

綦江APP预约购买。

购买方式为市民在手机应用

市场下载大美綦江APP并用电话号

码注册，点击大美綦江APP首页下

方“商城直达”，即可进入预约购买

页面。为了防止恶意刷屏抢购，每

个账号每天限购 2 个口罩，每人每

天限购一次（如收货地址或收货电

话雷同按首次购买确认）。预约购

买后，系统每天随机抽取最多2000

件订单配送，未抽中的订单，预购款

将原路返还。

“预售库存为0或当日15时，当

期预售结束。”大美綦江APP红蚂蚁

商城相关负责人提醒，市民在商城

预约购买口罩时，务必正确填写收

货地址和联系电话，购买成功后，预

计 48 小时内送达。配送范围仅限

綦江区各街镇，超范围勿拍。

该负责人表示，由于当前防疫

物资紧缺，第一批口罩售卖结束后，

将根据采购情况决定上架或下架，

请大家随时关注大美綦江APP红蚂

蚁商城实时更新的最新消息。

我区推出口罩预约购买服务

大美綦江APP可以买口罩啦！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黎梨）

2月7日，我区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心

理咨询热线正式开通，16名心理教

师上线在疫情期间免费为区内广大

师生和家长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服

务 ，市 民 可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023-

48882525咨询。

因疫情防控需要，我区中小学

延迟开学。为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

疫情造成的危害，保障广大师生及

家长的心理健康，科学指导学生居

家学习生活，区教委开通了綦江区

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心理咨询热线，

重点针对疫情防控，每日8：00—20:

00提供热线咨询服务。

“随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变

化，很多家长和学生感到焦虑甚至

是恐慌。长期居家，也会产生一些

焦虑和烦躁的情绪，现在假期延长，

更让很多家长担心自己孩子的学

习，并把自身的各种焦虑情绪传递

给孩子，让孩子承受更多的心理压

力。”区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心理危

机干预热线组心理教师张春燕说，

咨询服务主要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些

管理情绪的方法和一些合理的、科

学的学习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度

过这段时期。

据介绍，除了心理咨询，咨询热

线还可解答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

如线上教育课程资源及获取方式

等。能够解答的工作人员会当即答

复，不能当场解答的也会第一时间

转办，并一对一回复，以此引导全区

学生、家长、教职工以科学、理性、平

和的心态应对疫情。

教育系统开通心理咨询热线
帮助全区师生家长科学理性应对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