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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
而在疫情面前，她们都是战士，是“巾帼
不让须眉”的“娘子军”。

“乡亲们，大家没有特殊情况千万
不要外出、不要聚集，如有特殊原因，请
和我们联系……”连日来，在中牟县狼
城岗镇青谷堆村，身穿党员志愿者红马
甲的张彦青，手拿小喇叭，在村中的大
街小巷穿梭着，当起了“移动宣传喇
叭”。

张彦青是镇里出了名的“泼辣”女
包村站所长，性格豪爽，工作麻利，干起
活来风风火火。1月 4日，她开始分包
青谷堆村，对于男同志来说，715 户
3800 多人口的大村都有点吃不消，但
她丝毫没有退缩，很快进入角色，特别
是疫情防控方面，她雷厉风行，加速了
她与青谷堆干部和村民的感情。

张彦青个子不高，但下村督查时，
却总能第一眼看到她，因为她总是站在
最前面，手里拿着喇叭。“我最先看到的
总是你，你是怕站后边人家看不到吗？”
一同事开玩笑地对她说。她说：“是呀，
我是一名党员，这时候我不站前面，谁
站前面？”

2月 5日，天空飘来雪花，零下 2摄

氏度的天气冻得让人直跺脚。而此刻，
全店村包村站所长刘志红依然坚守在
疫情防控的卡点，为守护好狼城岗镇南
大门甘愿做风雪中的“拦路人”。

值守的同事们考虑到刘志红是女
同志，多次劝她：“你去屋里暖和一会
吧，有我们这些男同志呢。”却次次被刘

志红拒绝，她说：“在这里，大家都不要
把我当成女同志照顾了，守好家门才是
我们的责任。天冷不怕，来回走动走动
就好了。”

“有点亏欠孩子，长大了她会理解
妈妈的。”说起女儿，平时大大咧咧的刘
志红，有点哽咽。女儿今年 3岁，正是

撒娇、调皮、需要妈妈的年纪，可为了工
作，她狠心把女儿交给父母，起早贪黑，
因为接触人群复杂，害怕接触感染源，
晚上回家都不敢抱抱孩子……

防控疫情，关键在于群众。早上 8
点多钟，曹寨村包村站所长白志红带
领退役军人服务站的所有人员开始入
村，挨家挨户向群众发放疫情防控宣
传页。

“老先生，在家不要出门啦，如果有
啥需要的，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帮
你买好送过来的。”这是曹寨村包村站
所长白志红每天重复说得最多的话了。

“我们村没有从疫区返乡的人员，
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让群众居家不出
门，每户都签了承诺书，有啥生活必需
品，可以外出一人采购或者由我们工作
人员帮他们代购。”她对督查人员说，隔
离的是病毒，隔不住的是温情。

“家里两个孩子都交给上了年纪的
公公婆婆照看，爱人也在疫情防控一线
值守，说实话，对家里的亏欠不少，但我
是一名党员，现在正是我们冲在一线的
时候，儿女情长什么的全都不重要了
……”白志红说完话立马转过头去，过
一会仍能看到她的眼睛有些湿润。

守护乡亲健康的“娘子军”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史平平 魏娟丁新强 文/图

中牟县

“四心”服务满足群众需要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马娅平 杨芳芳）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12

号公告下发后，中牟县刘集镇党委、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学习贯彻，在坚持
凭证出入、错峰出入、扫码通行等“硬核”管理的同时，成立服务专班，在便
民服务上出实招，突出温情管理、突出人文关怀，围绕群众居家最想干什
么、最需要什么，发挥党建引领，突出“四心”服务，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便
利化、可选择的居家服务，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当好“三员”暖民心。党员干部、志愿者当好“三员”，满足居家物资需
求：当好“配菜员”，群众微信群“点菜”，鼓励有渠道的党员干部“配菜”，送
货上门；当好“管理员”，组织引导商超“开进”社区，设立“爱在社区平价超
市”“一米安全线”排队、买卖双方佩戴口罩，群众足不出社区，就能购买到
优质新鲜平价蔬菜和日用百货；当好“服务员”，树立服务商超就是服务群
众的理念，为辖区超市和便利店担当测温员、口罩佩戴监督员。

差异服务顺民心。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在辖区全面消杀、及时安
全清理垃圾的同时，针对群众亟须理发问题，一是政府购买服务，邀请本
村、本社区理发师、理发队提供理发服务；二是由村支“两委”购买理发用
具，开展志愿者义务理发活动。

“家庭清洁”稳民心。面对群众长期居家的烦闷心理，为使群众安下
心、静下来，镇党委、政府组织全镇群众开展“家庭清洁万家行”活动，围绕
铺床叠被、客厅整理、明净厨房等，在各村微信群晾晒评比，择优予以荣誉
和物质奖励，有效缓解、疏导群众长期居家烦闷心理和恐慌情绪。

“两手”相牵聚民心。由镇中心校牵头、各学校组织、以班级为单位，
开展“小手牵大手，同心战疫情”活动。在中小学生家庭组织“亲子共读、
乐享诗书”活动，让孩子们与家长亲密互动，无形中支持了全镇疫情防控
阻击战。

上街区

双管齐下防范涉“疫”诈骗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吉宁）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上

下众志成城、群防群治阻击疫情，但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疫情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上街区公安局积极开展防范涉“疫”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全力保
障群众财产安全。

上街区公安局组织警力对相关诈骗案事件进行梳理汇总、分析研判，
结合疫情防控入户排查、卡口检查等工作，针对疫情期间出现的网上虚假
售卖口罩等防疫物资、网络刷单、火车票飞机票退改签、冒充政府部门推
销“特效药”等新型诈骗套路，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宣传提高群众的防范
意识和能力。一是利用辖区各楼院小区封闭管理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

“一格一警”机制作用，在入户走访及各小区检查点，广泛发放防诈骗宣传
页。二是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向群众推送新型诈骗手段及诈骗
案例。提醒广大群众提高警惕，提高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受骗。截至目
前，破获涉疫网络诈骗案件1起，抓获嫌疑人1名，发放宣传页2000余份，
推送各类防诈骗信息300余条，惠及群众2万余人。

新密市

多举措深监督全方位助力防疫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薛璐 通讯员 李绍光 李玉玲）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密市纪委监委把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首要工作，响应新密市委市政府关
于疫情防控的各项部署要求，迅速行动，把防疫工作作为检验初心使命的
主战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保障。

督导检查有态度。抽调 106名同志成立 24个督查小组，实行领导班
子分包负责、24小时带班制度，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全方位监督检
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防控措施不到位、值守安排不合理等问题进行现场
提醒、及时纠正。对发现履职不力、失职失责、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将依
规依纪依法进行严肃问责。

精准监督有力度。“疫情防控的困难有哪些？”“引导取消的红白喜事
聚餐聚会有多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纪委监委主动作为，全方
位了解各乡镇、街道以及社区、行政村的防疫动态，对疫情防控工作责任、
落实情况实施精准监督，确保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快落细落实。截至目
前，先后突击夜查人员在岗情况10次，编发各类短信通报12期，督查发现
各类问题373个，下发督查通知76份，已整改到位357个。

贴心服务有温度。疫情防控到哪里，支援服务就跟进到哪里。按照
新密市的统一部署，新密市纪委监委干部持续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蹲
点“卡口”，深入小区、出租屋等排查人员，开展支援服务工作，增强基层
防疫力量。据统计，共参与监测的交通路口有 18个、行政村（社区）防控
岗 20余个。积极为困难村排忧解难，捐赠防疫生活物资和钱款，包括口
罩 4000 多个、食品 220 余件、消杀剂 100 多桶等，助力全市筑牢疫情防
控最基层防线。

战“疫”情 我们在一线
本报讯（通讯员 李芳）“请您配合我们进行体温测量。”“您好，外

卖不能进小区，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这是郑州市郑房测绘队党支
部党员志愿者与金龙社区龙祥苑社区工作人员核查社区进出人员情
况、登记信息、测量体温，为社区居民当好“把门人”。

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郑州市郑房测绘队党支部动员
测绘队全体党员积极参与志愿者服务，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江山路与省道 S314交叉口是郑州西北方向的入市口之一。7
日，郑州市郑房测绘队党员志愿者对入市车辆和人员的防疫排查工
作，共协助排查入市车辆239辆、人员356人。

在金龙社区龙祥苑南门，郑州市郑房测绘队党支部委员林奕和
社区党员干部一起站在了疫情一线。自 2月 6日起在小区出入口进
行轮班值勤值守，配合街道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党员主动与居
住地党组织对接，积极参加党员“双报到”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参与社
区管理、服务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守护小区“一方平安”。

党员干部“双报到”拧紧防控“安全阀”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

讯员 任学军 蒋士勋）“记得测
体温啊，有啥事要及时报告。”
从 1月 23日至今，荥阳市京城
路街道办事处工会主席师慧慧
就没有休息过，她每天都在干
着“两份工”，一是办事处分管
的工作，二是到自己分管的建
业社区帮群众做好防疫工作。

师慧慧分包的建业社区
中有 75 个楼院，全部都是无
主管楼院，3269 户 11303 人。
白天，她带领部门和社区工作
人员入户排查疫区返乡人员、

养殖户，晚上则联系辖区“双
报道”党组织和党员梳理问
题，商讨社区疫情防控的解决
方案……

“‘双报到’是指荥阳推行
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到
所在地社区报到，实行共驻共
建；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社区报
到，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
京城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主
任陈秀珍说，面对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以来的严峻形势，京城
路街道率先在荥阳把党员“双
报到”机制引入疫情防控工

作，给辖区的共驻共建单位逐
一联系，设置疫情监测服务站
点、发起志愿者招募、建设居
民生活用品配送点。值得欣
慰的是，一家家单位党组织迅
速行动起来，一名名党员志愿
者加入到社区防疫战中，帮助
驻地拧紧疫情防控“安全阀”。

据悉，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京城路辖区“双报到”共
建企事业单位相继达到 72个
单位，设卡点 176 个，参与人
数达 1222 人，在社区疫情防
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宋长青 文/图）鉴于疫情防控需要，按照
市、区两级政府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为积极做好当前疫情防控与市民生
活必需品供应工作，惠济区商务局积极做好线上供应和配送工作。

发挥线上平台渠道优势。引导惠济万达丹尼斯超市、万科福鲜生超
市、永辉超市、大商超市等大型超市开通网上销售平台，发挥线上线下结
合优势，提高商品网订配送比例。

打通物流配送运力瓶颈。为物流配送企业提供必要的优先便利，保
障快递配送人员、车辆的通行。优先保障重点需求物资的运输配送服务，
鼓励采取放入自提柜或网点自提等形式，自寄自取为主的收派件服务。

惠济区商务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
波动监测预警，广大市民可通过APP、微信群、电商平台网上订菜、线上下
单，实现疫情防控期间足不出户，生活必需品配送到家。

线上下单线下配送
菜肉蛋面送到门口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
员 陈昕洁）“一日当兵，终生为
国。疫情就是命令，我是退役军
人，愿直面疫情，我请战！”这是
近日二七区五里堡街道河医南社
区退役军人郭燕辉的请战词。疫
情来临之际，她走出家门，自愿请
战深入一线参与疫情防控。

今年 52 岁的郭燕辉是退役
军人、共产党员，也是郑州大学的
一名行政工作人员。自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每天和社区的工
作人员一起，走访排查社区重点
人员、张贴防疫资料、监测体温就
成了她每日生活的新常态。

基层卡点大多数是年轻人，
郭燕辉在他们中间略显“另类”，
但是干起活来，却一点也不输晚
辈们。“下班回来了？来量一下体
温吧！”“对着这个二维码扫一下，
就不用重复登记了。”每一天，这
样的话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经
常一天下来，嗓子已经沙哑。

在一线满血战斗的她，背后

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酸楚——上有
86岁的老母亲瘫痪在床，下有身
患残疾的女儿。郭燕辉就这样每
天为母亲做好饭，再将女儿交给
丈夫，就毅然走出家门，站在了卡
点一线。工作人员都劝她回家陪
伴家人，她不为所动：“这么多年
来，党和政府给予了我家很多帮
助，还一直没有报答，当前防控疫
情特殊时期，我也想尽自己的一
份绵薄之力！”

郭燕辉忙碌的身影把身边的
人深深打动。在她的带动和影响
下，五里堡街道河医南社区党支
部先后收到了畅彦西、叶挺选等
6 名退役军人的请战书，他们每
天都到卡点上和社区的工作人员
一起并肩作战。 居民们表示：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退役军人们退伍不褪志、
退役不褪色，始终坚守在防控疫
情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责
任和担当，为大家筑起了一道最
坚固的防护墙。点赞！”

卸下戎装志不改
“铿锵玫瑰”战一线

本报讯（记者 郑磊 文/图）“把拖把和
毛巾按照深色和浅色做好区分，深色用于
卫生间，浅色用于房间，同时利用挂钩，把
清洁的拖把悬挂在保洁室，用黑色记号
笔，在墙面上标注好，方便分辨，而不会导
致错误使用，引起感染！……消毒工作关
乎我们这次援鄂队伍所有成员的安危，我
们要全力以赴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范海
民说。

范海民是河南圆方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一名员工，2月 3日晚上得知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了一支援鄂医疗队，需
要自带厨师和保洁，当时身为保洁班长的
范海民，向组织申请随援鄂医疗队坐上了
驶往武汉的高铁。

2月4日火车到达武汉，范海民等后勤
保障人员一行十多人，到汉口火车站整理
随车带来的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满满的
两大车，齐全的医疗用品，直到12点，所有
物资整理完毕。

5 日，抗击肺炎的阻击战正式开始。
根据工作安排，范海民负责承担入住酒店
所有公共区域、房间内和医护人员乘坐交
通工具的消毒工作。

据范海民介绍，酒店内的消毒工作分
为两个部分：公共区域和入住房间。一切

消毒工作严格按照规定消杀作业，从大厅
的角角落落，到所有的电梯步梯全方位消
毒，确保无死角。小到门把手，大到桌椅
板凳，都是按照病房的标准化清洁流程严
格执行。“房间内的消毒工作必须做到精
中有细、细中有精，尤其是所有医护人员
的房间消毒标准更高，因为他们每天都是
从隔离病区返回，房间内所有物件都要消
毒。”范海民说。

10日，范海民为了方便穿脱防护服，
减少交叉感染的概率，他和几位同事达成
一致意见：剃光头！为了阻击“新冠”这点
头发算啥！

“使命让我必须前行，‘军人本色’让
我一往无前，‘物业人’让我敢于担当、冲
锋在前……”范海民坚定地说。

冲锋在前的“物业人”

2月13日，在二七区外国语小学，张师傅正在对教室、走廊、操场等地
进行全方位消杀。“原定于2月10日开学，但这疫情来得突然又猛烈，在接
到疫情防控命令之后，我们迅速调整工作方向，积极为复课做好准备。”在
校园巡逻查看的校长任学智介绍。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摄

近日，郑州市审计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分包的八个社区
和一个高速路口开展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广大党员志愿者在
各自卡口对进出人员测量体温、检验身份、登记信息，积极做好宣传引
导，严格进行疫情排查。

图为志愿者在天汇南社区门口对进入人员测量体温。辛瑞峰 摄

党员志愿者在村中穿梭着，当起了“移动宣传喇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