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市委、市
政府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

“快、准、狠”三字诀，全面全域全程全力抢时
间、控外溢、防扩散、抓落实，打响了一场严
防死守的全域阻击战和全民保卫战。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硬仗中，全体参战人员闻令而
动、不惧风险，夜以继日、冲锋在前，为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辛勤付出。

连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不畏艰险、连续作战，让鲜红的党旗在疫
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广大医务人员、基层
干部、社区网格员、公安民警、基干民兵、志
愿者等发扬用心认真尽责、敢担苦干善为的
优良作风，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伟大抗疫精神，用辛苦指数增加人民群众
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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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区：
居民生活有保障

本报讯（记者宋雪白建伟）3日，
犍为县玉津镇滨江路东方花园小区新
增为中风险地区，进行封闭式管控，那
么东方花园小区居民的生活如何？

据了解，东方花园小区有住户
190多户，当小区进入封闭式管控后
的第一时间，封控组工作人员就把犍
为城区大型商超的网上购物平台小程
序推送到了小区的业主群，并告知了
每天配送生活物资时间。上午 9：
00—11：00，是为小区居民配送生活
物资时间，现场陆续有小区居民的亲
戚朋友和外卖小哥送来各种生活物
资。每一份生活物资都要经过小区外
的工作人员标注接收人员的信息，然
后进行三次消毒后，再送到小区居民
手中。

隔离点：
在这里很温暖
请大家放心

本报讯（记者 白建伟）4日，记者
通过视频连线和电话连线对犍为县
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和隔离人员进行
了采访。

隔离点日常生活需求多样，送
餐、送药、核酸检测、清理垃圾……为
了让隔离人员感受到“家”的温暖，从
生活起居到心理健康，集中隔离点的
工作人员都要做到面面俱到，细致严
谨。

“刚被隔离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
些恐慌，但通过工作人员们无微不至
的关心和心理疏导后，现在已经好多
了，在这里吃得好睡得香，很安心很
温暖，请大家放心。”在犍为县中医医
院隔离点，隔离人员黄仕珍告诉记
者，“工作人员每天按时给我们送餐、
做核酸检测，还要把我们的生活垃圾
送到楼下，让我非常感动。”

疫情当前，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坚守抗疫一线，众志
成城，共同抗击疫情，涌现出一个个暖心故事。

黑夜里的“消杀战士”
4月5日凌晨零时左右，犍为县城大街小巷正是安静的时

候，家家户户都已进入梦乡，而四川汝心应急救援队的队员们
才刚刚结束永辉超市的消杀工作。“这家超市白天要正常营业，
深夜过来，为的就是不打扰。”救援队队长吕均说。

自犍为县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各地志愿者队伍迅速驰
援，四川汝心应急救援队就是其中一支。4月1日起，吕均和队
员们经申请并通过批准后，先后赶到犍为县，配合当地对重点
区域进行防疫消杀。

4月4日22时，接到新任务的队员们来到永辉超市，做好一
切防护准备工作后，开始了超市的全面消杀工作，直到凌晨才
结束任务。

夜晚送咖啡 温暖一线抗疫人
4月4日晚，冷雨一直下。20时左右，成乐高速乐山南收费

站、乐雅高速苏稽收费站等9个高速收费路口执勤点，忙碌了一
天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了暖心咖啡，让寒冷的夜变得温暖起来。

据了解，乐山老街咖啡老板老杨了解到，连日来，不少医护
人员、警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群体，日夜坚守在疫情防控
一线非常辛苦后，当即决定要给他们送去一杯暖心咖啡。随
后，老杨联系交通部门，和自己的店员分头行动，为9个高速收
费路口执勤点工作人员免费送去81杯咖啡。

一幅儿童画背后的抗疫故事
一张心形的纸片上，正面画的是一位戴着口罩的年轻护士

手举针筒与病毒作斗争，背面写的是“妈妈，你辛苦了！”画作与
字体充满童真，传递给李婷梅满满的温暖。

李婷梅是犍为县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理组长，疫情来
袭，她不顾自己半月板有损伤，主动请战，成为犍为应急采集组
第七小组的一员。连日来，组员们都实行闭环管理，住在隔离
酒店。

“老公在市中区上班，因疫情防控暂不能返回犍为家中，6
岁多的女儿由外公外婆照顾。”坚守抗疫一线，李婷梅已经五六
天没有回家，女儿想念妈妈，为她画了一幅画，并拍照传到她的
微信上。

抗疫一线的生日愿望
“愿疫情早日散去，山河无恙，人间皆安！”4月3日，是宋蘅

霖25岁的生日，他在犍为抗疫一线许下了生日愿望。
宋蘅霖，犍为人，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被评为“四有”优秀

士兵。3月30日，他第一时间来到犍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请
战”成为一名志愿者，投身抗疫第一线。

开展场所消杀、值守小区卡点、劝导居民做好防护、在核酸
采样现场维护秩序、开展入户调查、服务行动不便的老人……
连日来，他和众多志愿者冲锋在前，走社区、进小区，忙个不停，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全家分隔三地 她在“疫线”迎来生日
“李大姐，祝你生日快乐！”这是4月3日中午，发生在犍为

北高速收费站检查点的温馨一幕。当天，连日坚守防疫一线的
李秀蓉迎来51岁生日，她的同事特地准备了蛋糕，“忙里偷闲”
为她庆祝这个简单却难忘的生日。

李秀蓉是犍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
自3月30日疫情发生后，她便和同事一起奔赴犍为各高速收费
站，开展来（返）犍车辆的防控检查工作。

“高速收费站是抵达犍为的第一站，我们大队40多名工作
人员全部上岗，8小时轮班制，在各收费站开展检查，核对健康
码、行程码、核酸检查报告等信息。”李秀蓉告诉记者，她的丈夫
在市中区工作，女儿则在成都工作，全家分隔三地，如今仅她和
母亲留在犍为。

4月3日，李秀蓉迎来自己的51岁生日，她没有告诉同事。
直到中午，李秀蓉的女儿为她“远程”订的冷饮外卖送到检查
点，同事们才知道当天是她的生日。

暖心奶茶 免费送给防疫人员
4月3日下午，吴文杰抱着两个大箱子，跑进位于犍为南高

速收费站临时核酸检测点的安全区域，给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送来十几杯果汁。

吴文杰是犍为县玉津镇一家奶茶店的老板，仅4月3日一
天，他便先后向县内多个临时核酸检测点和疫情防控点免费送
出了200多杯果茶。

吴文杰表示，这些天看到大街小巷的防疫工作者每天坚守
岗位，守护我们的家园，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事，希望疫情早日
结束。

记者 张清 白建伟宋雪 吴薇

社区：
挨家挨户排查
站好抗疫服务岗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 王倩 曾梦
园）3日9时，市中区海棠街道北门桥
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们早早来到搭好的
心连心志愿服务岗亭，开始了一天的
疫情防控服务工作，站好抗疫服务岗。

市中区通江街道茶坊社区立即
安排社区工作人员对所有小区和商
铺进行挨家挨户排查。乐山高新区
安谷镇车子社区开启应急应战状态，
社区网格员、卫生院医务人员、派出
所民警、党员志愿者共同投入到防控
摸排、核酸采样、汇总信息、上报材料
等工作中。

责任不变 守护人民安全
“消毒药水要喷洒到每个角落，一定要细心，不要漏了地方。”

“我知道，这关系小区300多住户1000多人的安全，出不得错！”这
是连日来中央公园两位居民邓旺、余一焱的对话。

邓旺与余一焱是犍为县公安局民警，中央公园被封控后，他们
主动请缨成为小区内的党员志愿者，身着防护服负责小区环境消杀
和引导群众健康隔离工作。

防护服密不透风，一场消杀下来，两人满头大汗，累得气喘吁
吁，但他们来不及休息，转身又投入规劝疏导工作。

截至4月 5日上午，邓旺、余一焱对中央公园进行环境消杀
20余次，清理生活垃圾400多公斤，耐心引导群众300余次。“我
们是人民警察，更是共产党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人民群众安
全。”隔着防护服，他们坚定地说。

保卫家园 奉献个人力量
红色温情不仅在中央公园展现，也在东方花园传递。

“东方花园的居民们，请大家马上起床到小区门口做一下核酸
检测。”4月2日凌晨3时57分，东方花园的门卫员章绍文拿着小喇
叭，请大家做小区封控后的第一次核酸检测。

有着41年党龄的章绍文今年67岁，接到小区封控通知时，他已
经一个人在门卫室值守24个小时了：“我还能坚持，共产党员不能退
缩，我要守好东方花园这道大门，让小区居民安心。”

仅比章绍文年长2岁的陈世权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党
员。东方花园值守帐篷搭好后，大家正为接电问题而焦急，陈世权
闻后主动提出：“快把插头给我，从我家里接电出去用！”

一句话点亮黑夜明灯，工作人员用电问题就此迎刃而解。

温情传递 共筑“红色防线”
党心缔结红色纽带，越来越多的“疫”线先锋涌现。退休干部刘

基华带着儿子成为东方花园内的“红色搬运工”，每天跑楼梯，义务
为小区居民运送蔬菜、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还有同为“红色搬
运工”的毛永安，帮助楼栋居民领取、分发中药汤剂的邹大才，协助
社区准确统计本楼栋实际居住人数情况的税平……在这些“疫”线
先锋的带领下，普通群众也纷纷加入，大家互帮互助，群策群力，同
心同向。

暖心居民陈英积极疏导居民情绪，热心人“庆姐”在微信群传递
正能量，医生罗玉为大家提供网络诊疗服务，电力公司职工袁园指
导大家线上缴纳电费……他们用点滴爱心共同筑起抗疫“红色防
线”，让封控小区不冷清，让温暖故事时时上演。

周文 记者唐诗敏

暖心“疫”线最美丽的身影

“消杀战士”在超市开展消杀工作 记者 宋雪 摄

外卖小哥送来各种生活物资 记者 白建伟 摄

据犍为县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
指挥部发布通告，犍为
县玉津镇罗城路众恒中
央公园E区（下称：中央
公园）和滨江路东方花
园小区（下称：东方花
园）分别在 3 月 31 日、4
月3日调整为中风险地
区。这些因疫情到来而
被封控的小区里，有这
么一群人，他们有的是
民警，有的是小区门卫，
还有的是退役军人。应
对疫情，他们牢记党员
初心，秉持党员责任，成
为“疫”线先锋，以实际
行动在小区里筑起“红
色防线”。

犍为：封控小区里的“疫”线先锋

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 记者 曾梦园 摄 宋蘅霖（着迷彩服者）在核酸采样现场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帮助受访者供图

刘基华为居民运送生活物资 周文供图

老杨（左）正在送咖啡 受访者供图

李秀蓉许下生日祝福 记者 宋雪 摄 吴文杰（左）送上奶茶 记者 白建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