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龙街道杨家湾社区是綦江城区人

口最密集的社区。疫情防控命令下达到

的那一刻，社区书记刘晓梅立刻意识到

辖区的公共场合可能会成为病毒传播的

重要渠道。

刘晓梅果断作出决定，兵分两路，一

路人马对辖区住户进行摸排；一路人马

对辖区所有容易聚集人群的公共场所进

行劝戒关闭宣传。并立即在社区餐饮微

信群里，对徐生记酒楼、綦瑞酒楼、德信

酒楼等在内的 67 家餐饮门市发布停业

公告。消息发出后，群内餐饮业主接力

响应，自觉关门歇业。据不完全统计，辖

区内近3000桌订单全部取消，20余家麻

将馆和茶楼关门暂停营业。

刘晓梅还带领社区干部、网格员、楼

栋长等自行采买数百公斤消毒液，对70

多栋老旧楼房逐一喷洒消毒，设置废弃

口罩回收垃圾桶，不给病毒在辖区内有

二次传播的机会。

据悉，仅文龙街道就有 6 名女书记

以身作则，冲锋在前，近千余名楼栋长、

网格员、居民小组长也在各自工作岗位

中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誓言，兢

兢业业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你接触的人多，一定要做好防

护措施，特别是你带着这么一帮人，

要为他们想，把头带好。”连日来，文

龙街道核桃湾社区书记张本会对辖

区居民挨家挨户进行拉网式摸排，说

得口干舌燥，回家听着丈夫和女儿的

反复念叨，张本会没觉得烦，反而却

越来越有劲儿，睡几小时后，第二天

又像打了鸡血一样早早出门。

从抗击疫情的命令一下，有着29

年党龄和 14 年社区书记工作的经

验，张本会第一时间就通过微信召集

队伍紧急部署。短短3天时间，她带

领社区干部完成了对辖区 6000 多

户、2万多人的摸排，并通过排查上报

了綦江区首例确诊感染病人，紧接着

开始了对确诊病例密切接触人员的

隔离监测、情绪疏通、物资代购等系

列工作。

张本会说：“丈夫是公安局情报

信息支队的，从大年初一开始，两人

就各自忙碌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仅在

晚上回家后才有机会见个面，互相打

气鼓励，这种并肩战斗的感觉挺好。”

文龙街道双龙社区党支部书记

刘小林的微信步数天天超 15000

步，早上6点左右就到社区，晚上回

家前还要在社区逛一圈才回家。

刘小林总把党徽戴在胸前最显

眼的地方。她经常说，党员危急时

刻就是应该比老百姓更敢冲，在矛

盾抱怨面前更能忍。

处于新旧城区结合部的双龙社

区，人员流动大，拆迁户多，外出务

工人员情况复杂，为做好疫情防控，

刘小林召集支援单位党员干部、党

组织关系不在本社区的党员群众、

退休党员等 20 多人成立了双龙社

区临时党支部，带头发挥党员先锋

作用，与社区其他干部和志愿者不

分白天晚上一起入户排查、小喇叭

喊话，做隔离家庭监测防护工作。

在刘小林的影响、社区党员为

老百姓细致入微服务的感染下，王

永先、余梅、韦凌云等3人先后向社

区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请刘

小林作入党介绍人。目前，文龙街

道已有 18 名群众在疫情发生的危

急时刻主动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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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在行动

2月11日，古南街道新山村社区将辖区75栋单体楼栋出入口进行封闭

式值班蹲守管理，并采取进出体温监测、信息登记等措施，减少人员流动，确

保社区封闭式管理防控措施落实无死角。 通讯员 杨松

疫情发生以来，横山镇新寨村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已开展走访摸排4次，

共排查出市外人员 52 人，严密监测重点人员 10 人，全村疫情得到周密防

控。此外，他们还为村民代购生活物资6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2600余份。

通讯员 张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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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局开通四个绿色通道

筑牢抗疫经费“保障墙”

————记綦江战记綦江战““疫疫””中的新版中的新版““花木兰花木兰””
本报记者 刘琦 通讯员 周雅洁

娘子军娘子军 你们真美！本报讯（通讯员 杜远睿）自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区财政局主

动作为、迅速行动，立足自身职责，

积极统筹协调，全力做好全区疫情

防控经费保障工作。

大疫当前，区财政局始终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

抓，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简化

工作流程。对本次疫情防控的货

物、工程、服务等开通了政府采购、

预备费动支、预算调剂、代管资金等

四个绿色通道，确保即报即审、渠道

畅通。并根据紧急程度适时启动

“边采购边审批、先采购后审批”等

紧急的政府采购程序，由各单位自

行采购，目前已累计采购防疫物资

818万元，包括救护车、除颤仪、心电

监护仪以及口罩、酒精、消毒液等。

大年初一，区财政局便启动疫

情防控财政保障应急预案，办公室、

预算科、社保科等相关科室人员全

员上岗，其他人员 24 小时待命，轮

流值班值守，确保每一个支出板块

均有人值守。主动与农村商业银

行、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沟通联动，

强化协作，首次在春节期间打通资

金支付通道，对急需支付的疫情防

控、应急处置、医疗救治经费采取

“先拨付后清算“的方式，及时足额

拨付。在既有预算之外，已追加专

项3123万元用于疫情防控。

区财政局还会同区经济信息

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医保局等部门

做好经费保障工作。安排医保基金

2500万元用于确诊、医学观察人群

救治；深度参与、积极支持疫情期间

企业贴息贴费及税费减免扶持、防

疫工作者临时性补贴、企业复工、防

疫人才及场所后续投入等扶持政策

的制定和出台，涉及资金1.4亿元；

明确了疫情资金事后专项公开制

度，确保资金精准使用。

此外，区财政局党员干部积极

作为，争相交纳疫情防控“特殊党

费”20987元，积极参与联惠社区人

员排查、小区值守等一线防控工作

累计已53人次，让党旗在抗疫一线

高高飘扬。

我区成立医疗防控专家组

40位专家深入一线指导防疫
本报讯（通讯员 陶涵）为进一

步做好全区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

工作，妥善诊治患者、科学研判疫

情，连日来，区级医疗防控专家组下

沉到疫情防控一线，全面加强指导，

合力抗击疫情。

“必须用1：1200的含氯消毒液

进行消杀，每天一次。。。。。。”近日，

在文龙街道阳光奥韵小区，医疗防

控专家组专家正在对小区内实施消

杀作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指导。

据悉，区医疗防控专家组由区

内传染病防控、重症救治、消杀防疫

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共40余人。他

们的主要职责是对疫情进行研判，

对患者进行会诊，对消杀等相关工

作进行督导。

“在总的专家组下面我们又分

设了防控咨询小组、救治指导小组、

消杀督导小组等3个小组。”区医疗

防控专家组成员张家伦介绍说，按

照小组分工，专家每天要到相关的

地方进行指导和检查。每两天，三

个小组的组长和相关专家要进行会

商，对收集、了解的情况和出现的问

题进行研判，提出建议意见和相关

指导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专家组成员中，

三分之一已经退休或退居二线。疫

情当前，他们无需动员主动请战，为

阻击疫情献计出力。

本报讯（通讯员 周思羽）2月

10日，篆塘镇篆塘角社区一处蔬菜

售卖点的一旁，一张写有“所售款项

将全部用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纸板

引人注目。

据悉，该售卖点是篆塘镇古歧

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古綦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设立的一处无人蔬菜售卖

点。在临时支起的摊位上，整齐摆

放着新鲜鸡蛋和高山萝卜。居民通

过手机微信扫码支付即可。

“现在大家都尽量不出门，下楼

就能买到新鲜的萝卜和鸡蛋，大大

减少了交叉感染的几率。”刚刚通过

微信付完钱的市民龚顺兰说。

据古歧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负责

人李正强介绍，此举一方面能方便

群众购买到新鲜时令蔬菜，另一方

面也能为抗击疫情做一点力所能及

的贡献。

据统计，仅2月10日一天，该售

卖点就将 310 个鸡蛋和 820 斤萝卜

全部售出，销售收入达1440元。这

笔收入将全部用于疫情防控。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篆塘镇

组织动员了400余名党员、200余名

志愿者参与到抗疫一线，为早日打

赢这场防疫阻击战贡献力量。

筹款捐助抗疫一线

篆塘镇设立无人义卖摊点

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今有社区女干部，舍小家为大家，一线抗“疫”。在文龙街道，有这样一群很

“牛”的女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淡化了她们妻子、母亲的女性身份，取而代之的是当代“花木兰”的那份豪气

与担当。她们整日奋斗在疫情排查防控的第一线，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

你为我 我为你守护 理发
——这个春天最温暖的关怀

本报记者 张庆

▲当天，志愿者为263人免费理发 记者 王京华 摄

▲胡建家专心理发

记者 杜浩 摄

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让广大

一线人员更好投入到疫情阻击战

中，2 月 12 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

千里传媒有限公司、区志愿服务联

合会、区美容美发商会联合开展萤

火虫爱心行动第 19 站“全民战疫

有你有我”活动，为一线工作人员

免费理发。

“谢谢你，师傅！疫情期间不

顾自身安危，还专门跑过来给我们

理发，太感谢了。”“不用谢，不用

谢，你们才辛苦，感谢你们医护人

员支援我们武汉，我只是尽了点绵

薄之力。”当天，理发师胡建家给医

生李青龙理完发后，相互感谢道。

胡建家是湖北武汉人。受疫

情影响，他没能回武汉和父母团

聚。虽然没能回老家，但胡建家还

是十分关注家乡的动态。随着防

控进入关键期，看着我区一批批医

护人员不顾生死奔赴前线支援，胡

建家的内心也很触动，总想着有一

天也能为大家做点事，出点力。

2月11日，正在家中休息的胡

建家，突然得知区美容美发商会正

在招募爱心理发师，为防控一线工

作人员免费理发。胡建家第一时

间报了名。

经过排查一个月的活动轨迹、

有无与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史、体温

监测是否正常等筛查后，胡建家被

确定为此次义务理发的志愿者之

一，安排到区人民医院义务理发。

出发前，他特意把剪刀、吹风等工

具反复清洁和消毒。

医生李青龙是胡建家理发的

第5个顾客。从大年初一开始，李

青龙就一直在临床工作，长时间加

班熬夜，没有时间打理头发。他第

二天就要进入医院新冠肺炎疑似

观察区工作，正准备回家自己理

发。

“马上进入隔离区工作，要做

足万全准备，哪怕是头发这个小细

节也不能忽视。”李青龙说，爱心理

发师的到来，正好解了他的燃眉之

急。

一个理完出去后，再通知下一

个。看着理发师们的辛苦付出，该

院医护人员十分感动。

“非常感谢这些爱心人士为我

们理发，我们一定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轻装上阵，全力以赴，直到全面

取得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区人

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敬国敏

坚定地说。

据悉，活动当天 10 名爱心理

发师，分别到区人民医院、区公安

局巡特警支队、重庆高速路执法一

支队六大队、篆塘服务区、北渡、中

峰等地，共为263人免费理发。

众 志 成 城 防 控 疫 情

本组图 记者 刘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