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胡典/校对：侯金梅/组版：陈红 ANSHUN DAILY 综 合 5 2020年2月20日 星期四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安顺学
雷锋志愿者协会22名志愿者报名参加
社区居委会、小区防疫 14 个卡点志愿
服务工作，为防疫尽一份力。

□武贵琼 摄

在关岭自治县，有一群被称为“兵支
书”“兵主任”“兵委员”的人，他们退役不
褪色、退伍不褪志，从部队转战农村，从
脱贫攻坚战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他们始
终奋勇当先、冲锋在前，带领干部群众攻
克贫困、阻击疫情，在别样的战场书写初
心和使命。

近期，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破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常态，全县上下
第一时间投入到紧张而激烈的疫情防控
工作中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全县“兵支书”“兵主任”“兵委员”充分发
扬部队“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革命精
神，主动扛起肩上的担子，迅速转变工作
角色，冲锋陷阵疫情防控第一线。

农历正月初三开始，关索街道大关
村57岁的“兵主任”李正学便坚守在疫
情防守卡点，他在卡点值班最长的一次
达48小时，两天两夜吃住都在民政救灾
棚里。大家都劝他回家休息，但他却说
自己是个当兵的，身体好得很，让年轻人
多回去陪陪家人。

“我们大关属于城中村，人流量大，
守不好整个县城都要跟着遭殃，作为一
个老兵，一个村干部，我有义务为县城群
众的生命安全站好岗！”值守点，李正学
坚定地说。

看到“兵支书”“兵主任”“兵委员”们
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24小时坚守在最
前线，全县退役军人也用自己的行动践

行退役时向军旗许下“若有战，召必回”
的铮铮誓言。

近日，关岭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防疫志愿者，他们有
退休老职工、有出租车司机、还有个体经
营户等，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是他们有
一个共同的身份“复员退伍军人”。他们
自购消毒设备，身着迷彩服，穿梭在县城
各街道、小区进行卫生消毒，在防控死角
设置值守卡点，成为关岭疫情防控队伍
中最特别的一道“风景线”。

“看到我们的战友24小时坚守在防
控第一线，虽然不是村干部，但作为一名
军人，参与这场战争我们义不容辞。”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组织者邹正洪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2020年是关岭自
治县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之年，各村“两
委”紧盯时节，抓好春耕备耕，切实做到
疫情防控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促进、两
不误。

“疫情防控任务我们村值守压力相
比其他村要重，我们村是两县的交界地，
每个班我们安排4个人，3班倒，严格执
行24小时值守，在抓好内防扩散的同
时，关键在严格堵住外输。防疫工作开
展以来，我们卡点劝返9车次、34人次。”
马马崖村第一书记李建说，在抓好疫情
防控同时，我们也要抓生产。

据退伍老兵、马马崖村党组织书记卢
长勇介绍，马马崖村是全省1000亩百香

果示范基地之一，复工复产以来，马马崖
村累计翻整了300亩土地，种植了500亩
花椒，一切工作正在慢慢步入正轨。

“兵支书”卢长勇退伍返乡后创办了
合作社，带领群众发展关岭牛养殖。

“我们在这里长期务工的就有 12
户，其中9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卢支书
手把手教我们技术，一年下来我们的工
资有3万多，够家用，还能存点小钱。”在
合作社务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力华

说：“卢支书在我们村各方面都很有说服
力，就拿这一次卡点值班来说，他还组织
了村里面18名群众参加值守，给村干部
抓产业腾出来人手。”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全县13个乡镇、139个村一天也没有闲
下来，仅全县17个500亩以上坝区，完
成土地流转面积3837.43亩，种植果树
1954亩、蔬菜4470亩、花卉445亩、牧草
935亩、其它作物400亩。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经开区广
大志愿者迅速行动起来，勇于担当、积
极作为，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维
护辖区居民的安全，为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在幺铺镇潘苑村，党员冲锋在前，
村民积极加入，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
防疫志愿者队伍，共同做好村里联防
联控阻击疫情防控工作。在幺铺镇鲍
家村，在党员的带动下，40余名青年志
愿者主动参与卡点的值守。

根据重点区域防控需要，经开区
先后在高铁、高速、机场卡口管控点成
立党组织，在社区、村（居）组建党员先
锋队，进一步落实社会网格化管理防
控措施，下派优秀干部下沉到镇（办）、
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截止目前，
全区组建党员先锋队113支,下派优秀
干部150名。

经开区各单位还纷纷组建“志愿
服务队”，在村（居）、小区设置卡点开
展体温测量和排查登记；宣传和解读
防疫科学，让群众树立战胜疫情的信
心和决心。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经开区应
急管理局迅速成立20余人“应急志愿
服务队”，24小时随时待命支援各镇
（办）、新型社区，前往一线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区教育局号召教师党员同志积极

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各学校党
员干部、教师纷纷响应。目前，这支教
师突击队最多时组织了100名教师联
合开展防疫排查工作，已成功配合经
开区西航办事处、星光社区、春蕾社区
等单位完成了多次社区排查工作。

投资促进局商务局党员先锋队开
展志愿者疫情防控宣传，志愿者前往
超市、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地，采用发
放宣传单、给市民讲解疫情防范知识
等方式，取得了市民的认可和良好的
宣传效果。

亮彩公司制作“经开区疫情防控
义务监督员”红袖标600个，全部发放
给工作在区内各大街小巷、住宅小区
的所有环卫工人佩戴，充分发挥疫情
防控全方位义务监督作用。

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社区、村（居）
志愿者上街道、入社区、进医院，开展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

星光社区利用外卖车的流动特
点，联合辖区内美团外卖开展移动宣
传，通过将喇叭固定在外卖车上的方
式，加大宣传范围，增强学习力度；同
时美团外卖工作员志愿到社区的卡点
进行义务值守，为抗疫贡献一份力量；
春雷社区党员、退役军人、军人家属、居
民志愿者自行组成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队，做好社区测量体温、环境消毒、防疫
宣传等工作。

经开区：

抗击疫情 志愿服务在行动
□修钰 本报记者 唐琪

本报讯（冯中俊 记者 陈斌） 连
日来，在平坝区羊昌乡的乡间小道有
这样一群身影，他们是羊昌乡大学生
志愿者，主动请缨站到疫情防控一线，
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

大学生志愿者有的拿着“大喇叭”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有的带上消毒工
具给村寨消毒清洁、有的给村民发放
防疫宣传资料、有的在村口执勤检查
卡点登记过往车辆，有的帮助村干部
张贴宣传标语。

“看见村里大家都齐心协力做疫
情防控工作，我也想为家乡人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情，这次来当志愿者很有
意义，这也是我们送给自己最好的成
人礼。”大学生李家豪说道。

大学生刘建丽说：“我不怕感染，
我的叔叔伯伯、姑妈姑父都在一线抗
击疫情，他们不怕我也不怕，只要自己
注意做好防护就行，能出一份力就出
一份力。希望春暖花开之时，大家走
上街头，不用戴口罩，畅快呼吸，享受
阳光。”

“这群孩子，懂知识，有方法，做起
事来干劲儿十足，彰显青春活力，为村
里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穿石村支书
郝德华这样评价参加疫情防控的大学
生志愿者。

这是一支由79名大学生组成的
疫情防控突击队，他们在战“疫”一线
中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责
任和担当。

羊昌乡：

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防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 张江隆） 2月18日，
安顺民营企业贵州黔中香绿色产业有限
责任公司向湖北省鄂州市捐赠80余万元
消杀物资，支援鄂州防疫一线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

据了解，此次黔中香捐赠的消杀物资
主要用于防疫一线的车辆消毒杀菌。捐

赠物资均为该公司生产的消杀产品，共计
200箱汽车天然芳香除菌剂，每箱24瓶，
共计4800瓶，折合人民币806400元。

贵州黔中香绿色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表示，疫情当前，企业应该主动担
起社会责任，本次捐赠是公司第三次向
防疫一线捐赠消杀物资。

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2月17日，
贵州广为文化传媒公司向西秀区学校捐
赠疫情防控消毒液1000斤，用于校园环
境卫生消毒。

公司负责人表示，学校是疫情防控
的重点场所，奋战在疫情防控教育工作
者值得我们尊重和关心，希望公司捐赠
的消毒液能够给师生提供更多的防护。
公司一直关注疫情发展，得知医用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匮乏，积极协调消毒
液1000斤，希望以绵薄之力，助力学校
疫情防控。

西秀区教育局对贵州广为文化传媒
公司无偿捐赠的物资深表感谢，并表示
将此批防控物资结合其它物资分轻重缓
急对各学校进行分发安排，高效推动疫情
防控工作的有序进行，为学校师生回归校
园开展正常有序教学创造安全环境。

民营企业捐赠
80余万元消杀物资支援鄂州

爱心企业向西秀区学校捐赠
1000斤消毒液

“若有战，召必回！”这是广大退役军
人告别军旗时的铮铮誓言。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紫云自治县的退伍军人们挺
身而出，纷纷参加到阻击疫情战中来。
其中，有19名是村党支部书记，5人是村
主任，村两委委员34名，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称谓叫“兵支书”，他们各显其能带
头抗击疫情。

私家车“变身”宣传车

防控疫情，宣传先行。为拓宽宣传
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宣传引导，火
花镇龙头村党支部书记罗金爱，退伍不
褪色，在自己的轿车顶上装个小喇叭，
每天走村串户宣传疫情防范知识和疫
情防控政策，将私家车作为疫情防控

“宣传车”。
自1月28日以来，每天从早到晚，罗

金爱的小车不断地传来“少出门、多居
家、疫情防控靠大家”“疫情期间，丧事简
办、喜事延办”等声音，第一遍用普通话，
第二遍用布依语。巡回宣传的同时，遇
到识字的村民就停下车来发放疫情防控
宣传资料，还不忘叮嘱他们戴口罩、勤洗

手、讲卫生、不聚会、少外出。
妻子曾对他埋怨道：“天天开车出去

喊，不要油吗？”罗金爱耐心劝慰妻子：
“关键时刻，作为一个老兵、一名党员、一
名村干部，能用自己的方式为大家的健
康安全尽一份力，值得！”

近20天来，罗金爱共“自驾”巡回宣
传10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劝
导延办酒席3台。

我是“兵哥”值班我为先

按照上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
相关要求，紫云加强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防
控力度，各村设置卡点进行严防严控。

大营镇百花村位于紫云、罗甸、望谟
三县交界处，人流量和车流量较大，为做
好交通和人员流动管控，退役返乡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的舒启凡，组织人员在通
往罗甸、望谟公路的交界地段设置检查
点，实行党员干部带头“全员上阵、全天
值守”制度。

初春的百花，夜间气温还很低，晚
上值班较冷，排班成了难题。为此，舒
启凡召集全村党员干部及群众代表开

会讨论。
“郭胜敏、徐梅两位同志是女性，不

适合值夜班；许起明家孩子太小，也不适
合值夜班。”舒启凡在值班讨论会上说：

“我是兵哥，晚上值班必须有我！”
讨论会结束，2名后备党员、80余名

群众陆续自发投入到村里的防控值守工
作中，队伍不断壮大，值班人员不再“捉
襟见肘”，大家齐心协力牢牢守住疫情防
控线。

“拉家常”工作法收奇效

同样是退伍军人，同样是“兵支书”，
五峰街道中心村党支部书记梁玉林也奋

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农历正月初一开始，梁玉林一边组织

疫情宣传，一边组织疫情防控，还要做好
群众生活物资保障。然而，在拉网排查时
却吃尽了苦头，一些村民对此抵触情绪很
大，认为村委小题大做，无事找事。

为此，梁玉林决定转变思路，要求排
查人员不要急躁，不要一进门进入主题，
要先和群众拉家常，打开话匣子就好做
工作了。

果不其然，梁玉林的“拉家常”工作法
奏效了。除了卡点值守人员外，其余村

“两委”成员和驻村干部全部出动，不到2
天，全村654户3179人全部排查完毕。

关岭：

退伍不褪志 战“疫”显本色
□何淼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紫云：

“兵支书”各显其能战疫情
□王江松 本报记者 姚福进

众 志 成 城 抗 疫 情

战战““疫疫””在防控一线在防控一线

2 月 18 日，紫云自治县大营镇援助武汉的 200 件鸡蛋（每件 360 枚 50
斤）、新鲜香菇100筐（每筐30斤），由一辆货车装载从大营镇出发，预计20
日抵达武汉。 □记者 姚福进 摄

本报讯（韦启龙 记者 鲁开伟）
近日，普定县鸡场坡镇依托“志愿贵
州”云信息平台线上“派单”，发布“疫
情防控、战疫有我”志愿服务项目，广
泛招募志愿者加入到镇疫情防控工作
中来，为防控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我叫吴娜，是一名大学生，在学
校就在‘志愿贵州’云信息平台实名制
注册了志愿者，并积极参加线上发布
的项目，目前累计有200多小时服务
时长，疫情期间，看到鸡场坡志愿服务
团队发布志愿服务项目，我就立即加
入进来，为战胜疫情贡献一点自己的
力量。”吴娜说。

项目发布以来，该镇工作人员每天
都会接到志愿者注册咨询，在工作人员
的耐心指导下，志愿者们在线上成功登
记注册，同时该镇还制作登记注册操作
知识，利用微信群等向广大志愿者宣传
讲解，解决志愿者不会注册问题。

目前，该镇依托“志愿贵州”云信
息平台“派单”，共招募93名志愿者，在
对志愿者进行培训，讲述目前疫情的
具体情况和风险，告知志愿者在岗期
间的具体任务、个人保护注意事项等
相关事宜后，志愿者们立即开展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助力鸡场坡镇打好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鸡场坡镇：

线上招募志愿者抗疫情

退伍军人在小区消毒作业退伍军人在小区消毒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