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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一丝懈怠，
坚决守住‘一老一小’生命健康安
全。”2 月 11 日，怀化市民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张勇主持召开第五次应对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要求全
市民政系统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必胜
的信心，坚决打赢民政系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

连日来，怀化民政系统始终把打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头
等大事，聚焦“一老一小”，以超常规
手段，着力抓好养老、儿童福利机构
疫情防控工作，当好“一老一小”守护
神。截至 2月 11日，全市近 200家民
政服务机构积极奋斗，确保近 9000
名老人儿童和机构工作人员无一人
受到新冠肺炎病毒感染。

决策，最严封闭式管理
据介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全市民政系统闻令而动，取消春
节休假，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指挥
机构，第一时间启动疫情防控预案，
第一时间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与时间
赛跑，把防控工作落实落细。局党组
密集研究防控物资调集、后勤保障。

同时，按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要求，针对机构老人、小孩
大多身体羸弱、免疫力低，属于高度易
感人群，聚集感染风险大、防控工作难
度高的实际，采取果断措施，紧急通知
全市民政福利机构全面实施封闭管
理，杜绝一切探视、慰问和外来无关人
员进入。全市所有养老、儿童福利机
构关闭了来访通道，禁止流动人员，从
物理上阻断输入性传染源，筑牢在院
人员生命健康安全的防护墙。

责任，最严督查式督导
为了确保封闭隔离等防控措施

落实到位，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勇带领工作人员先后深入市福利
院、芷江土桥敬老院等民政福利服务

机构现场督查。并派出4个暗访督查
组，由相关分管领导带队，采取“四不
两直”方式，分赴13个县市区，对标防
控工作要求，直插基层服务机构，重
点对民政服务机构防控措施和封闭
管理落实情况实行最严的督查，最严
的通报，最严的交办。

据统计，该市民政系统累计派出
38个工作组、134人，成立81个督导机
构，及时处置和排除隐患问题13个。

底线，最严防控式措施
群众生命攸关，责任重于泰山。

针对入院老人、儿童大多患有基础性
疾病，机体免疫力较较低，抵抗病毒
入侵能力较弱的实际，该市民政系统
坚持预防为上，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确
保服务对象生命健康安全。

据该市社会福利院党支部书记吴
盛勇介绍说，自疫情爆发以来，该院坚
持把保障在院人员健康安全放在首
位，全院工作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坚持
24小时值班值守，采取务实管用措施，
尽力当好孤老残幼的生命守护神。

该市所有养老、儿童福利机构在
保障服务对象生命健康安全上，均已
实现“四个全面”。全面服用中药预
防。利用本地中药资源优势，每日科
学配制抗病毒中药供服务对象和工
作人员服用，提高在院人员自身免疫
力。全面实行健康监测。严格落实
每日对在院老年人、儿童进行三次体
温测量，出现发热或其他异常情况，
第一时间送医治疗，第一时间进行甄
别。全面开展院内消毒。每天对公
共活动区域和生活区域进行2次以上
消毒，工作人员佩戴口罩、手套进行
作业。全面开展防控宣传。工作人
员利用查房、巡房、送餐、送药等机
会，宣传防控知识，开展亲情交流，疏
解老人儿童焦虑恐惧情绪。目前，全
市所有养老和儿童福利机构运行平
稳有序，“一老一小”情绪稳定。

“全体民政干部职工将继续保持战
斗状态，进一步强化防控措施，坚决打赢
民政领域疫情防控阻击战。”张勇说。

阴雨绵绵，春寒料峭。2 月 12 日
晚上20时，夜幕下的邵阳市北塔区田
江街道田江村一片安详宁静。昏黄的
村道路灯下，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永红
一行戴着口罩，冒着寒风细雨，匆匆来
到该村督查疫情防控情况。

风急浪骤时，中流砥柱显。1 月
22 日，北塔区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
战，田江街道全员动员，迅速行动，坚
定实施两级书记打头阵、党员干部齐
上阵，成为战“疫”前线的硬核力量。
从大年三十起，王永红已连续19天坚
守在战“疫”最前沿，被干部群众称为

“泡面书记”、“拼命书记”。

疫情来袭，他冲锋在前当好指挥员

疫情汹汹，刻不容缓。田江街道
迅速响应，直面危机！

1 月 25 日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
王永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全面部署。
成立了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设立了
7个专项小组，制作了“两级书记作急
先锋实现五个‘全覆盖’”的作战图，吹
响了疫情防控战的集结号！

兵贵神速！当天下午，街道干部
全员上岗，10个“红色急先锋”防控小
分队身着红马甲，奔赴各个防疫战场。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斗勇。广大
党员干部深入村组社区，测温排查，发
放资料，上门服务，让党旗在防控疫情

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不漏一户一人！”王永红斩钉截

铁地说，他要求摸排统计必须做到户
户上门、人人见面。

同时开展立体宣传，做到家喻户
晓。共发放防疫宣传资料6000余份，
悬挂横幅 100 余条，出动 2 台宣传车
200余次，发送微信、短信3000余条，
并利用电子显示屏、“村村响”每天循
环播放防疫知识。

“情况紧急，我必须去！”大年初
四，得知谷洲村有人办白喜事，王永红
立即驱车登门做工作，经过一番耐心
劝导，家属表示理解，决定丧事简办。

困了，就在车上打个盹；饿了，就
到办公室吃盒泡面。掌握动态、调度
安排、传达指令、巡查督导……每天，
王永红忙得像陀螺一样旋转不停，一
直到深夜。

“王书记经常深夜打电话给我，研
究疫情防控，真是‘拼命三郎’啊！”该
街道纪工委书记刘昊感叹地说。

群防群控，他身体力行当好战斗员

“各位注意，所有村（社区）全部设卡
点，禁止外来人员入内，湖北返乡人员必
须登记、测量体温、询问出行情况……”1
月25日，随着田江街道党建联盟工作群
里一个个指令下达，各个支部、各个党员
立即闻“令”而动，勇往直前。

“同志们，跟我上！”王永红振臂一
呼。在他的带领下，一个个党员干部
挺身而出，走在前列；一支支抗疫突击
队逆风前行，冲上一线，为抗疫筑起一
道又一道铜墙铁壁。

实行战时机制。全街道8个村（社
区）都组建了战斗队，由村(社区)党组
织负总责，建立“1名乡街道干部+1名
村(社区)干部+1名小组长(网格员)”的
网格化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招募3
至 5名党员志愿者。一支支抗疫小分
队进社区、入村寨，对居民小区实行封
闭管控，排查人口、劝导居民、登记测
温。每日对小区公共场所进行两次消
毒；对辖区74名湖北返乡人员逐一登
记、一户一档，并实行街道村干部、医务
人员包保；对排查出密切接触人员，第
一时间落实隔离措施。在各村(社区)
设立健康监测点，24小时值守。

从动员部署到督导落实，从逐户
走访到劝导群众，街道8个村（社区）、
18个卡点，王永红每天至少跑一遍。

截至2月10日，该街道缓办简办红
白喜事23起，劝阻聚众打牌18起，劝返拜
年人员150多人；11个住宅小区全部实
行封闭管理。到目前为止，全街道没发生
一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关爱群众，他细致入微当好勤务员

“一定在家，没事不要出去啊”“家

里 缺 什 么 就 告 诉 我 们 ，我 们 帮 你
买”……初二一大早，王永红来到街道
田江村 6 组武汉回乡村民李飞家，送
来医用口罩、体温计、蔬菜。

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该街道
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利
用网络平台，通过“党支部+志愿者”
的帮扶模式，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

“不照面”关爱服务。各村（社区），每
天一个暖心电话、一次生活代购、一
次垃圾回收，让居家隔离群众感到格
外暖心。

1 月 28 日晚 9 时许，丰江社区居
民周某 2 岁小儿、高撑社区居民黄某
突然有发热迹象，王永红闻讯立即上
报，并火速赶到现场。经医院全面检
查，并连续 3 天居家观测后，2 名患者
检测结果呈阴性，王永红悬着的心终
于落下来。

田江街道是市区蔬菜主要输出
地。为保障好群众的“菜篮子”，王永
红调度发挥两级临时党支部力量，开
展“保供行动”，共配送蔬菜约 80 吨，
惠及近5万居民。

因为太劳累、睡眠少，王永红的双
眼布满血丝。“疫情是对各级党员干部
的一次‘大考’，不管多苦多累，我们一
定坚持到底，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
卷!”他坚定地说。

（陈志强 李爱国 李忠华 丁 婧）

邓和明 颜石敦

嘉禾，铸造之乡，在铁与火中砥砺前
行，赢得“江南铸都”美誉。萧克将军曾多
次说：“嘉禾人是打铁的，也是铁打的。”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嘉禾
发扬“打铁精神”，筑就铁打防线。据介
绍，截至目前，该县仅发生输入性病例
一例，前几天已康复回家，未出现二次
传染，连续 20天没有新增病例，全县疫
情形势总体可控。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嘉禾县委、
县政府主动担当作为，早部署、早布防，
强化联防联控。

1 月 22 日，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
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部署
疫情防控工作。县委书记郭薪斩钉截
铁地说，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
命安全放在首位，发扬嘉禾“打铁精
神”，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1月 26日，该县启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体公职人员取消
春节休假，立马进入战斗状态。

1月 27日，嘉禾县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升格，郭薪担任县委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组长。成立
疫情应急处置指挥部，一天一调度，牢
牢掌握疫情防控阻击战主动权。

党旗飘扬，党员走在前干在前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嘉禾与桂阳、临武及永州市蓝山、

宁远、新田交界，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
在外务工人员达12万人。春节期间，是
该县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高峰期，严把

“疫情”入口关尤为重要。
该县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从机关
单位抽调精干人员，组建 128 支党员突
击队，在高速路口、汽车站和县交界处
等重要场所设置 12 个疫情检测防控点
设立临时党支部。

“我是党员，此时此刻国家需要我，
必须上，绝不当逃兵。”嘉禾县第一人民
医院医师杨吉锋说。

县中医医院医师、党员何成生，主
动申请到隔离病房工作，奋战在防疫一
线。1 月 29 日，他母亲突发脑梗，他却
在照顾别的病人。

袁家派出所所长胡莹刚，妻子在医
院待产，他带领全所民警、辅警昼夜奋
战在一线。孩子出生后，胡莹刚才抽空
去医院看了一眼。

“我是党员，让我上。”“我虽然退休
了，但是还可以工作。”“我们女人也要
上一线。”战“疫”打响后，嘉禾万名党员
响应县里号召，走在前、干在前，积极值
班值守、检查过往车辆、参加志愿服务
等，让党旗在防疫一线高高飘扬。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检测
车辆约 5000 台次，排查旅客约 13 万人
次,有力阻断了疫情传播扩散途径。

全面摸排，做到早发现早隔离

嘉禾把县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定点救
治医院，县中医医院作为隔离观察备用
医院，调配精干医疗力量和优质医疗资
源进行救治，所有隔离人员费用由财政

“买单”。给全县诊所和民营医院下达通
知书，一旦发现哪一家私自收治发烧病
人，即刻吊销其营业执照，对于公办医院
出现上述情况的，院长一律免职。

该县按照“依法依规、属地管理、依
靠科学、有序有效”原则，对所有从“一
省八市”入嘉返嘉人员进行地毯式摸
排，不漏一人。同时，公布举报电话，对
反映举报有价值防控线索的市民进行

奖励。截至 2 月 11 日，全县排查居民 8
万余户，涉鄂入嘉人员约1600人。

对排查出来的可疑人员，采取集中
隔离和居家隔离。明确疫源地人员定
点安置酒店和备用安置酒店，全面做好
医疗救治、隔离管控、安置服务等工作。

对居家隔离观察对象，采取一名责
任人、一名医生、一名心理咨询师、一份
承诺书、一块温馨提示牌、一份宣传手
册“六个一”措施，进行全方位服务。

“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代劳的尽管
说。”嘉禾各村（社区）成立“义务快递员”，
帮助居家隔离对象购买生活用品等。

“嘉禾的服务真贴心，我都离开了
还有人关心。”据介绍，对于已经取消居
家隔离的观察对象，在他们外出后，工
作人员还要继续跟踪满 14 天，指导他
们测量体温。

全民动员，构筑防控铜墙铁壁

战“疫”打响后，嘉禾县通过电视、
广播、网站、报纸、两微一端等平台，广
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信息等，动员一
切力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

县电视台和文艺工作者自编快板、
歌曲等，让老百姓在耳熟能详的旋律中
意识到疫情防控的重要性。2020 年元
宵节，嘉禾抗“疫”参选图片在央视特别
节目播出，增强了全县人民战“疫”的决
心和信心。

“出门必须戴口罩，人多别去凑热
闹”“少吃一顿饭，亲情不会断；聚一起
吃饭，给社会添乱”……在嘉禾县，群众
自发编排顺口溜，用音响、喇叭巡回宣
传，使防疫知识入脑入心、家喻户晓。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嘉禾
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也不
甘人后，他们充当志愿者，积极参加群防
群治、联防联控，捐款捐物支援抗疫。

嘉禾县晋屏镇宅侯村老村医李勇
韬，每天到村口义务值班，检查出入车
辆，为居家隔离对象测量体温，帮助村
民代购生活物资。塘村镇高甫村年逾
古稀的胡秋英，把自己辛辛苦苦种的蔬
菜赠送给当地医院、派出所，为抗疫尽
一份力。85岁的老党员李本尚，把平常
节省下来的5000元钱捐给县医院购买
医疗物资……

嘉禾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万冬介
绍，目前，全县拨付疫情防控资金601.49
万元，接收社会捐赠款物200余万元。

加强指导，确保企业复工复产

“县里加强重点企业（项目）防疫指

导，确保 2月 15日前，烟草公司等 33家
企业复工复产。”嘉禾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副主任周卫平介绍，按以往惯例，园
区企业一般在正月初三、初四开工。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他们按照分
片包干原则，工作人员分别到企业进行
宣传，做通企业主延迟开工工作。

嘉禾对 122 家重点企业进行摸排，
按照防控机制到位、员工排查到位、设
施物资到位、内部管理到位、隐患整改
到位等“五个到位”要求，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后方可复产复工。企业在复工
复产 3 天前，提出报备和作出疫情防控
承诺。该县选派疫情防控工作联络
员，协助企业做好复工复产的疫情防
控工作。

同时，恢复县内公交车、班车，积极
开展“春风行动”网上招聘活动。园区
等单位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为
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

目前，来嘉禾务工人员情况已全部
摸清，只等他们入嘉后进行隔离和检
测，隔离检测费用由政府承担。帮助企
业度过新冠肺炎疫情关，体现了嘉禾县
委、县政府的责任担当。

铁纪在前，启动严厉问责机制

日前，嘉禾县塘村镇西边山村主任
周某军违反组织纪律，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拒不执行
党组织决定，不参加疫情防控工作，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周某军受到留党察
看一年处分，并按程序罢免其村主任
职务。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启动严厉问
责机制，把铁的纪律挺在前，是惩戒更
是警示。”嘉禾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
学奇说，他们主动跟进上级决策部署，
做到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到哪里，纪律监
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项
监督检查方案，县纪委监委深入开展巡
回督查，紧盯责任、人员、措施、保障、纪
律“五个到位”。

该县出台相关文件，凡是发现未排
查出涉鄂人员的，追究乡镇党委书记、
乡镇长责任；凡是因失职渎职未排查到
位，造成新冠肺炎病毒携带者失控失管
发病且传染给他人的，对乡镇党委书
记、乡镇长一律先免职后处理。

在重大疫情面前，正是检验党员干
部对党、对人民是否有担当、有奉献的
时候，通过这段时间的检验，嘉禾县广
大党员干部是经得起考验的。嘉禾人
既是打铁的更是铁打的，有信心有能力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朱跃军 胡长春

“怀化民政部门对流浪人员的救
助做得好，值得点赞。”2 月 11 日，怀
化市鹤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火车站
社区主任丁涛感慨地说。

为了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防控在外流动人员发生交叉感染，
怀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社会流动
人员的疫情防控和救助，要求民政部门
及时搜救流浪人员，扎实切断交叉感染
链。该市民政部门闻“疫”而动，及时制
定了《怀化市疫情防控期间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工作方案》，截至2月10日，全市
共调动134人、组建33个救助搜索工
作组分赴城区乡村搜索救助流浪人员。

“先接收、先预防”。怀化市民政局
严格落实《全省民政系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第一时间

给搜救的流动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实名
登记。市、县、乡、村（社区）四级实行每
日报告制度，特别加强对涉武汉及临近
地区流动人员的排查、防控。

针对火车站、汽车站、市场等平时流
动人口较多的地方，实施重点布控，不留
死角，反复搜索。定人定点全天候查控、
现场救援。市救助管理站会同鹤城区民
政局、街道社区对公园、广场、涵洞等采取
网格化专人巡查等措施，发现流浪人员，
当场测量体温、发放口罩、宣传防控知
识。同时，联动市内各定点医疗机构开
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发现疑似人员及
时送医疗机构接受救治。截至2月10
日，该市共救助流动人员313人次，其中
上街劝导救助275人次，为救助对象发放
各类物资447次，价值9万余元。目前，
该市流动人员救助情况稳定，无疫情
发生。

刘 中 黄贤页 雷鸿涛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怀化市用好
“四支队伍集村部”工作机制，四级干部
全员压阵。这其中，市驻村办组织督促
230多名市派工作队员及时赶回驻点村，
上下联动，联防联控，抓好疫情防控调
度，发挥重要作用。

1 月 25 日，市驻村办领导和工作人
员全日坐班值守，办里所有干部停止休
假。1 月 26 日开始，市驻村办先后下发

《关于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致全市工作队员的公开信》，对开展防
控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详细安排，不灭

“疫魔”决不收兵。
一批批驻村队员用心用情，谱就了一

曲曲当代党员干部为民请命的战地赞歌。
大年初一，正处在眼疾手术后康复期的

王志连，匆匆辞别家人回到村里。王志连系
怀化市委驻洪江市响溪村第一书记、工作队
队长。村里有两位老人去世，王志连和村干
部第一时间耐心细致地给逝者家属做工作。
最终两家移风易俗，丧事简办，杜绝了疫情的
发生和传播。村里有一家矿业公司，计划大
年初九开工。王志连上门同矿里负责人沟
通，推迟了开工时间。“我要和群众一起，誓保
这片净土不被疫魔侵袭。”王志连说。

罗军武系怀化市委驻中方县干田垅
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大年初一开
始，他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对全村返乡的
116 户 486 人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排查
出的从湖北返乡1户3人和从某市返乡1

户 1 人，实行居家隔离，做到隔离不隔
爱。该村劝阻聚众打牌、聚餐15起，劝停
400余人走亲访友，劝返300余辆进出车
辆。“能为抗击疫情尽微薄之力，换来一
方平安，再累也值得。”罗军武说。

向军军，怀化市委驻溆浦县油麻村
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大年三十，向军
军和在医院工作的未婚妻及父母一起吃
年夜饭。大年初一，小俩口就要回到各
自的岗位，原定领结婚证的时间又推迟
了。去年底，村里要迎接国家、省、市三
级评估验收，他们的婚期已经推迟过
了。“疫情结束后，我娶你。”离开前，向军
军对未婚妻说。

俞京呈，怀化市委驻麻阳舒家村乡
长坡山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第一
时间赶赴村里。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的他，带领村支两委制订抗疫方案，在主
要路口设置监督岗。俞京呈自发组建党
员先锋队，拿起小喇叭，引导村民做好个
人防护。“你到村里了，我们心里就踏实
了。”村民对俞京呈说。

题宗法，怀化市委驻会同县金竹镇
老团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他召集
党员、村医、辅警等 20 余人，一同到老团
村开展疫情监测、排查、预警、防控等工
作。老团村有一名老人于2月2日去世，
其家中有3人从武汉返乡过年，尚在家中
隔离观察。题宗法会同镇政府领导，村
支两委成员上门做工作，并帮忙联系火
化等相关事宜，避免了群体聚集性疫情
传染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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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线，一名基层干部的硬核担当
——记邵阳市北塔区田江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永红

坚决守护“一老一小”
生命健康安全

——怀化民政系统落实养老、儿童福利机构抗疫工作

怀化市：

及时搜救流浪汉 切断交叉感染链

不灭“疫魔”决不收兵
——怀化市驻村队员抗击疫情群像扫描

1月 30日，厦蓉高速嘉禾县龙潭收费站路口，交警在查验过往

车辆行人。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