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版式设计 喻 芳 2020年3月10日 星期二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张颐佳 樊思源 陈思含

庚子鼠年的春节注定是个不平凡
的春节！

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行
各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面对
困难，有一种声音铿锵有力：“我当了20
多年药师，让我上！”“关键时刻，领导干
部必须以身作则！”“我要替老伴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承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
党员！

1月23日夜，全省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开福区委第一时
间高扬党旗，号召全区1236个基层党组
织、2.6万名党员冲锋一线，迅速带头筑
起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

从机关到基层，从企业到社区，从
城市到农村，共产党员迅速奔赴各个战
场，成为疫情防控的“排头兵”、群众信
赖的“主心骨”。

关键少数树旗帜
各级党组织书记坚守一线

疾风知劲草，烈火鉴真金。
在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的工

地，在金霞各个厂区，在沙坪春耕的田
野里，在荷花池、江滨、高岭社区……一
面部署防疫工作，一面全力推进企业复

工复产，开福区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示
范，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奋力

“危”中取“机”，把冬天失去的在春天里
夺回来。

1月 23日，开福区最早建立了以党
委政府为主导，卫健部门牵头，其他部
门联动的工作机制。1月 24日，全区对
疫区来长人员开始摸排登记。

“疫魔”来势汹汹，开福战“疫”决心
坚如磐石。

从1月28日起，区委组织部就陆续
将中央和省市动员党员干部坚守一线
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各个党支部，号召全
体党员“不麻痹大意、不擅离职守、不违
反禁令、不信谣传谣、不瞒报漏报、不置
身事外”。

从 2 月 12 日起，市、区两级共选派
904名防疫联络员，扎根工厂企业、楼宇
商圈、社区门店，为防疫和复工复产“两
手硬”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2 月 13
日，开福在全市城区率先出台助企“16
条”，围绕促生产、减负担、保用工、优服
务 4 大方面，向全区复工复产企业喊话
鼓 劲 ，2 月 28 日 ，第 一 批 补 贴 资 金

2984.94万元开始集中兑现。

2月 29日以来，省民政厅、省侨联、

省社科院等省委派驻到开福区的8个驻

社区防疫联络组，24 名优秀党员干部，

迅速下沉一线，与基层党员干部一道并
肩作战，把初心使命写在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

群防群治聚伟力
基层党组织织密“防疫网”

“我们不讲条件、不讲价钱、无论生
死，恳请分局党委将急难险重任务分派
给巡警大队！”2 月 1 日上午，开福区巡
警大队党支部向区公安分局递交了一
份让人动容的请战书。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关
键时刻，关键在党！

区疾控中心党支部是与“疫魔”“正
面交锋”的最前沿，微信群一声哨响，2
个小时 23 名党员完成集结。定点隔离
酒店人手紧缺，一夜之间49名党员志愿
者主动报到。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组织，哪
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共产党员。

为勉励广大党员“六个带头”奋勇
争先，勇挑重担，开福区率先出台了“注
重在一线发现培养使用基层优秀人员”

“突出对一线优秀医卫人才关怀培养”
“落实防控一线工作待遇保障”“树立防

控一线先进典型”等 20 条激励关爱措
施。1月31日，开福区委组织部就将50
万抗疫专项党费拨付到位。

史春山、李迪民、任敏3名同志一线
提拔，黄垚、蔡佳仁等 19 名同志火线入
党，13 个基层组织 20 名优秀共产党员
被通报表扬。

此次战“疫”中，还涌现出一大批先
进典型。“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邓
学东发动全家人捐款20余万元；党建指
导员马玲在防疫中手摔骨折，打着石膏
坚守一线；74 岁的老党员花钟麟带领

“红袖章志愿服务队”不分昼夜穿梭于
居民楼栋开展防疫工作……鲜红的党
旗在开福各医院、社区、工地、企业高高
飘扬。

两新党组织显担当
众志成城汇聚抗疫磅礴力量

农历大年初二，开福区接到 3 天改
造 完 成 1.4 万 平 方 米 长 沙 版“ 小 汤
山”——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作为属地企业，湖南高岭建设集团
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胡锷率先响应，并
发动旗下党员、项目经理不计报酬，挺
身而出。1月27日上午，58位工人师傅
首先赶到救治中心，接着顺天集团、沙
坪建筑、洪山建筑等党组织纷纷响应，3
天17支队伍400多位工人夜以继日，成
功实现水电气等基础设施“6换2通”。

大事难事看担当，危难时刻见本
色！

从1月21日起，老百姓大药房党委
带头做出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不涨价
承诺，并先后筹措多批物资驰援一线；
湖南新亚胜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从海外采购了大批专业医护物资运送
回国。

据不完全统计，战“疫”期间，开福
区 264 个两新党组织各显所长，共捐赠
口罩、酒精、防护服等物资 2000 余万
元。

党旗高扬同战“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
——开福区党员干部防疫一线写担当

2月25日，开福区芙蓉路社
区入党积极分子冯晓萤获组织批

准一线入党，这位“85后”入党积极分
子，在除夕夜接到疫情防控任务后，不
舍地将家中两个患有残疾的儿子交由
丈夫照顾，主动请缨排查疫区返长人
员和酒店入住人员。常常走到离家只
有几分钟路的地方，她也是“三过家门
而不入”，争分夺秒查实社情。

社区内多为开放式小区，流动
人口多、管理难度大，是全区较早出
现确诊病例的社区。大年三十晚，
辖区某酒店入住了两名武汉来长人
员，得到消息后，冯晓萤披上外套冒
雨前往登记情况，并第一时间联系

卫生服务中心人员上门测量体温，
送去防疫口罩和酒精，当全部忙完
她才发现已是新年。

冯晓萤还号召辖区热心居民组
建了一支 51 人的“好邻里”帮帮团，
在疫情防控“零距离服务点”三班倒
值守，及时对出入人员进行登记、测
量体温。看到女儿如此努力，父亲、
公公都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每天
拿着电喇叭走街串巷为辖区居民宣
传防疫知识。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我的梦
想，我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冯晓萤用行动递交了最有分
量的入党申请书。

面对突发疫情，开福区对涉鄂人
员开放的定点服务酒店出现人手紧
张、员工情绪不稳定等情况。秀峰街
道工委迅速行动，号召成立临时党支
部，12小时内，49名党员志愿者报名参
战、火速集结，分成 6 组全面接管酒店
服务保障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持续奋战，累计为
202 名湖北籍滞留旅客、援建雷神山、
火神山返湘人员，治愈出院患者，密切
接触者和湖北返长人员提供24小时生
活保障服务。同时，在入住人员隔离

期满后主动与当地政府协调沟通，帮
助51名湖北籍滞留旅客顺利返乡。

2 月 2 日，酒店出现 2 例输入性确
诊病例，为避免人员恐慌，党支部全面
升级防护消杀措施，派专人一对一情
绪疏解，密切监测居住人员的身体状
况，在服务队严格管控下，酒店未出现
一例疫情扩散。

“同饮长江水，湘鄂一家亲。我们
要将党组织战斗堡垒筑牢在抗疫最前
沿，尽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街道
党工委书记雷凌湘说。

他们是确诊病例的样本采集者，
他们是感染病房的每日“常客”，他们
每天奔波于密切接触者之间……他们
就是开福区疾控中心党支部全体党
员。

1 月 16 日晚，区疾控中心接到辖
区医疗机构报告一例不明原因感染性
肺炎病例，中心立即派遣应急机动队
采样调查，其后该病例被确诊为我省
首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

1 月 23 日，湖南省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区疾控中心
党支部一声号召，第一批 23 名党员请
战一线，由支部书记兼主任林玲牵头，
迅速成立了应急处置、样本采集、消毒
保障等7支工作小组，选拔优秀党员担
任各小组长，各司其职、高效协作，短
时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
心副主任陈腊梅，从腊月廿二日处置
第一起疫情以来，始终冲锋在第一线，

没有休息一天；27岁的年轻党员、检验
科科长宁洁每天与病毒“面对面”接
触，满负荷运转，凌晨两三点回家已是
她的工作常态……

截至3月5日，疾控中心党员引领
全体干部职工已在防疫一线连轴运
转 50 天，共精准调查处置 112 起
疫情，实时追踪管理 670 名密
切接触者，消毒面积4万余平
方米，完成病人、密切接触
者等重点人群2480例标本
的采集和运送工作，样本
运输安全、及时、无一例
差错，为全市疫情防控工
作提供了科学支撑。

持续奋战的林玲嗓音
沙哑地说：“关键时刻，党
员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战疫
不停、‘逆行’不止，不获全
胜我们绝不收兵！”

抗击非典不退缩，抗洪抢险不畏
难，当新冠肺炎袭来，脱下军装的史春
山依然以军人的果决和干练迅速冲锋
在最前线！

农历大年初二深夜，从部队药师岗
位转业到开福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不到
两个月的史春山，在微信群里看到《开
福区关于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打赢
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战的通知》。“我当药
师 20多年，申请到防疫最前线工作！”
史春山当即通过微信向局党组请战。1
月 27 日，区防疫指挥部通知史春山迅
速报到，而这个深夜的决定，妻子都蒙
在鼓里。直到临行前，妻子不舍地说：

“去可以，但一定要平安回来!”
作为防疫突击队骨干成员，史春

山一直奋战在患者医学观察期定点服
务的第一线。每天与疫区来湘人员密
切接触，许多防疫人员心有余悸，作为

一名药学博士，他不断安慰“战友”，打
消他们的顾虑。

春节前，从武汉来长沙旅游的郝
女士一家入住定点酒店，一天夜里，老
父亲突然发热超过 37.5℃，并伴有干
咳和腹泻。史春山敏锐地意识到这就
是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立即联系救
护车送诊，次日，老人被确诊。

因与郝女士一家有过接触，史春
山多次进行核酸检测，得到阴性结果
后，他立马回到工作岗位，昼夜坚持在
最前线。

在一个多月的连续奋战中，史春
山所在隔离点的医疗技术人员、酒店
工作人员、党员志愿服务队共 200 余
人，身体无一异常，酒店疑似病人第一
时间得到救治。如今，史春山被“强制
休假”，他说：“战斗还没结束，我随时
准备归来！”

正月初四，一份“爱心防疫包”送
至洪山街道洪山桥社区服务中心门
口，这是藏珑小区党支部书记、“文柏
富先锋工作室”带头人、退役军人文
柏富紧急筹措到的。

疫情就是命令，了解到防疫物资
紧缺后，文柏富多番联系，发动爱心
企业筹措口罩 1500 个，酒精 100 瓶，
缓解社区燃眉之急。2 月 19 日，第二
批爱心物资再次送至小区物业及社
区。

对于小区需要居家隔离的人员，
文柏富都主动添加微信。“你生活上
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当得
知有一位居家隔离人员焦躁不安后，
他主动当起了“心理导师”，通过电

话、微信不下百次地沟通，及时有效
地缓解对方紧张情绪；很多居民购买
生活物资不便，文柏富又当起了“跑
腿哥”，疫情面前传递出别样的邻里
温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柏富
带头发动了 216 名党员志愿者，以多
种形式参与到小区防疫斗争中来。
电喇叭宣传、门岗志愿执勤、入户排
查登记……他们用双脚织密小区疫
情“防护网”，以行动筑牢疫情“防控
墙”。

文柏富今年58岁了，家人劝他不
要总在外面“转悠”，要注意个人安
全，他摆摆手说：“一名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关键时刻，我必须冲锋在前！”

“女儿还在赶回来的路上，我先
去！”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从大
年三十开始，在青竹湖街道霞凝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了30多年的村医
邬洞波背起医药箱，迅速投身一线。

“邬医生，我有点低烧并咳嗽。”1
月 30 日 22 点，邬洞波突然接到

武汉返长人员周某的电话，他
没有多想，拿起体温计、消毒

液、口罩等立马赶了过去。
“不紧张，把手给我看

下。”仔细检查后，邬洞波
判定只是普通感冒，一
面稳定患者情绪，一面
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
备进一步观察。3 日
后，周某症状明显缓解。

“爸爸已冲锋在前，我得并肩作
战！”1月27日，同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工作的邬婵提前结束休假赶回长
沙。父女俩配合默契，一个上户做好
湖北返长人员的健康监测，一个为居
民提供诊疗服务，并放弃休息时间配
合社区做好防疫宣传和返乡人员摸
排。邬婵还加入了社区党员志愿服
务队，积极参与小区门岗执勤、外来
车辆排查等工作。

疫情防控以来，邬洞波、邬婵父
女累计为500户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社区防疫信息登记表上满是邬婵的
笔迹。为缓解居民紧张情绪，父女俩
还充当起临时心理咨询师，逐户耐心
疏导，他们忙碌的背影是村民安心暖
心的明灯。

“李娭毑，又来给我们店消毒，
辛苦您了！”自 1月 23日农历腊月廿
九起，捞刀河街道捞刀河社区 70 岁
的入党积极分子李美琼老人便奋战
在防疫一线，帮店铺消毒，登记外来
人员信息，指导居民垃圾分类……
到处都是她忙碌的身影，经常顾不
上吃饭。

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就坐
落于该街道，听说要征集志愿者清
理改造病房，她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大家劝她多休息，她却说：“我父亲、
老伴在世时都是党员，他们是我的

榜样，我要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信
念传承下去，让我上吧！”

捞刀河社区党委书记罗况说，
无论是项目征拆、抗洪救灾、扶贫帮
困……李奶奶总是不辞劳苦，是社
区的“金牌志愿者”，平时省吃俭用
的 她 此 次 还 捐 出 800 元 助 力 战

“疫”。
2 月 25 日，李奶奶获组织批准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骄傲
地说：“能在防疫一线入党，我更感
光荣和责任，我定将继续发挥余热，
不负组织期望。”

党员突击队：
49名党员“顶岗”进酒店

区疾控中心党支部：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史春山：
“我当药师20多年，让我上一线！”

邬洞波 邬婵：
“上阵父女兵”并肩守家园

文柏富：“一个党员一面旗帜”

冯晓萤：
三过家门而不入，一线光荣入党

李美琼：
主动请缨清理改造长沙“小汤山”病房的“金牌奶奶”

①开福区疾控中心党员庄严宣誓，此次战
“疫”开福区有19位入党积极分子一线入党。
②秀峰街道党员迅速组建突击队，主动承
担起定点服务酒店 24 小时生活保障服务
工作。
③高岭建设集团等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员带
头驰援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工人师
傅们夜以继日抢工期。

①

②

③

区领导走进社区、企业抓好防疫和复工复产，确保“两手硬”。

（本版图片均由开福区委组织部、区融媒体中心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