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0年2月4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时兆华 视觉编辑：展茂光

□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表格所列内容要认真填写，
仔细核对，千万不能出错！”

“对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要
和对方沟通好，尽量避免误会。”

1 月 29 日一大早，十多名头
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志
愿者相继来到保定市竞秀区新一
代社区，领取入户排查登记表，
社区党总支书记吕雪松扯着嘶哑
的 嗓 子 对 他 们 千 叮 咛 万 嘱 咐 。

“这已经是第二轮排查了，要求
更精准更详细，要没有这些可敬
的老党员志愿者，工作还真是没
法开展。他们帮助社区织牢织密
了防控网络。”

新一代社区下辖7个小区，常
住1900多户、4900多人。其中，统
计局宿舍、泰和花园等5个小区都
没有物业，租房户多、流动人口比
例较大。防控任务急，肩上担子
重，如何精准排查识别敏感人群，
切断传染源？

“关键时刻要彰显党员本色，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作为社
区党总支部书记，吕雪松率先带
头，主动放弃春节休假，根据上级
提供的“大数据”，每天详细排查
从重点地区回来的敏感人群。

大年初三 23 时，吕雪松刚睡
下，就接到通知，称辖区内有一名
从武汉出差回来的男子，需要立
即排查。她二话不说拔腿就往外
走，爱人一把拉住她：“不是有电
话吗？你先联系确认下。”做完电
话调查后，吕雪松立即按照全区
报告制度逐级进行了上报。“目前
全家人都在家隔离，社区卫生服
务站中心的医务人员每天进行早
晚两次上门测量体温并及时报
备。”

吕雪松瘦弱的肩膀扛下了重
担，也感动了社区党员群众。

初四上午，吕雪松正跟社区
干部开会安排下一步疫情防控重
点，电话响了：“现在正是需要我
们的时候，有什么事你就说，去哪

儿都行，干嘛都没问题！”新一代A
区居民、80 岁的老党员曹中显的
一席话，让吕雪松心中涌起一股
暖流。

“统计局宿舍老党员李宪柱、
张传湖，也在紧急时刻站了出来，
坚守在防控第一线。”

“还有辖区药店仁康药店，得
知我们防护物资紧缺，专门捐赠
了300个口罩和消毒用品。”

“疫情面前有大爱！”吕雪松
说，目前辖区内7个小区全部设立
了疫情监测点，24小时有人值班坚
守，社区 20 名党员志愿者头戴小
红帽、身穿红马甲，成为社区排查
防控一线最美、最安全的风景线。

“有‘小红帽’在，我们心里踏实！”
统计局宿舍王阿姨竖起大拇指。

“在疫情面前，每个党员都是
一 面 流 动 的 红 旗 ，都 要 冲 锋 在
前！”目前竞秀区已抽调大批机关
干部派驻到比较薄弱的老旧小区
进行疫情排查和监测，全面加强
防控，堵住漏点难点。

保定市竞秀区新一代社区群众为党员志愿者点赞

“有‘小红帽’在，我们心里踏实！”

▲在统计局宿舍小区，党员志愿者和居民一起
值守监测点。 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摄一个万人社区的“阻击战”

——邢台市桥西区东庞社区疫情防控现场走笔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全省各级农业部
门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切实抓好蔬菜等
保供工作。去年入冬以来，我省气候条
件相对较好，没有出现大的灾害性天气，
蔬菜生产形势稳定，蔬菜总量供应充足。

当前，我省蔬菜生产以日光温室和
中小拱棚设施生产为主，主要蔬菜种类
有番茄、黄瓜、茄子、青椒等喜温类果
菜，以及韭菜、菠菜、油菜、芹菜等耐寒
叶菜。通过农业部门摸底统计，近期日
光温室和中小拱棚蔬菜在田面积 112.7
万亩，预计 2 月至 4 月上市量 537 万吨，

另外还有大白菜、萝卜、大葱、土豆等冬
储蔬菜，总量 552万吨，未来 3个月蔬菜
供应总量可超过1000万吨，日均供应量
在 10 万吨以上，远超我省 5.6 万吨的日
需求量（按每人每天 0.75 公斤毛菜计
算），除满足本省市场需求外，每天还有
4万多吨可销往京津、东北等地。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省农业农村
厅组织各级农业部门迅速摸清在田蔬菜
位置、面积、种类、上市期以及冬储蔬菜
种类、数量、分布等情况，掌握蔬菜大县
的基本情况，确保产得好、供得上、调得
出。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努力扩大蔬菜生
产能力，确保蔬菜产品长期均衡供应。
在田设施蔬菜要重点做好灾害性天气和
病害防控，利用阳光灯、反光幕、增加双
层覆盖等措施，千方百计提高蔬菜上市
量；引导菜农适当增加速生叶菜种植，提
高复种指数，增加产出量；指导蔬菜育苗
企业和菜农及早动手、选好品种、备足种
苗，为早春设施蔬菜生产做好准备。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
莹 通讯员赵向辉、马克谨）疫
情发生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
心创新举措，利用微信平台为
河北援鄂抗疫医疗队开展远程
心理危机干预。2月 2日上午，
该中心心理专家与一线队员完
成了第一次微信视频连线。

据该中心心理专家于雪竹
介绍，通过微信视频、文字、语
音连线进行心理干预比电话沟
通有明显优势，被干预者说话
的指向、节奏等包含了大量可
以分析的元素，干预者能清晰
地看到被干预者的外貌、体态、
表情和小动作，大量的非语言
信息可被有效获取。于雪竹
说：“这些医务工作者都怀着一

腔热情去一线支援，就算有压
力，也不愿意表现出脆弱的一
面。通过沟通，引导医疗队员
把压力科学释放，更有利于他
们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
工作。”

据该中心主任栗克清介
绍，疫情发生后，该中心启动了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
机干预与辅导应急预案，成立
了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和专
家组，在省卫健委的指导下，指
导全省科学、规范地开展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相关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并组建了
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准备随
时赶赴湖北和省内各地市开展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2月 2日，省市场监管局公布第
五批疫情防控期间违法典型案
件。其中，部分商家因口罩随
意涨价被罚款。

根据群众举报，秦皇岛市
市场监管局对秦皇岛市万客隆
劳保用品有限公司开展立案调
查。经查，该公司库存的口罩
销售价由 6 元/个，上涨至 12
元/个。秦皇岛市市场监管局
依法责令其立即改正，并罚款
11万元。

根据群众举报，怀来县依

法对张家口润佳药房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怀来登隆店开展立案
调查。经查，该店口罩进价为
16 元/个，对外销售价格为 25
元/个，且未明码标价。怀来县
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立即改
正，并罚款6万元。

根据群众举报，唐山市路
北区市场监管局对唐山市如静
堂大药房开展立案调查。经
查，该药房损害消费者自主选
择权，捆绑销售消杀用品。唐
山市路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
令其立即改正，并罚款6880元。

部分商家因口罩随意涨价被罚款

利用微信平台开展远程心理危机干预

省精神卫生中心为我省援鄂
抗疫医疗队做心理疏导

放心！我省蔬菜总量供应充足

未来3个月蔬菜供应总量可超1000万吨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面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口罩成了人们争相抢购
的稀缺品。针对当前各级医疗机构 N95口罩
等物资紧缺现状，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救治专家组组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一科主任阎锡新向社会呼吁，把
急需的重要物资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把医用
N95口罩留给救治一线医护人员。

目前，市场上的口罩有很多种，如普通棉
纱口罩、N95 防护口罩、医用普通口罩、医用
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等。其中，N95 防护
口罩是指过滤效率达到 95%标准的口罩，分
为工业防尘和医用两类，医用 N95 口罩主要
用于细颗粒物与有害气溶胶防护。一般性场
所防护病毒感染主要是避免带有病毒的飞沫
吸入口鼻，不需要 N95级别口罩。当前疫情形
势下，医疗系统，特别是救治、防控一线人员
对这个品级的口罩需求量巨大，工信部在2月
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内目前适用于一
般飞沫传播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产能每天超
1000 万只，可用于隔离病房等地的医用 N95
口罩每天产能60万只。

应对当前疫情防控与救治形势，阎锡新呼
吁，对普通人来说，防范大气中的病毒污染、预
防近距离的飞沫传播，在公共场所戴一次性医
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就够用了，不一定非要
佩戴用途复杂的口罩。

“给一线医护人员安全的防护是夺取抗疫
胜利的基本保障。”不少专家呼吁公众，尽量减
少外出、减少聚会，把 N95口罩留给更需要的
人，“我们每少用一片 N95 口罩，就为奋战在
一线的医护人员多提供一份安全保障，甚至多
一个白衣战士守护我们的健康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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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河北日报记者 郭 东
河北日报通讯员 郭 健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2月 1日，雄县米家务镇仁义
庄村“巾帼志愿服务队”成立，服
务队的发起者是村里的四位“最
美”巾帼——红薯种植能手刘文
静、村淘宝店老板王立荣、村捐赠
物品管理者杨俊花、电三轮车司
机徐静。

“在疫情防控一线，她们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守护全村1820人的
安全。”仁义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乐群说。

2 月 2 日下午，笔者见到四人
时，她们正在村里忙着消毒，用移
动喇叭宣传防控知识。

人物一：她叫刘文静，共产党
员，坐在三轮车的后斗里，手拿喷
枪喷洒药物。每日在寒风中工作
6 个多小时，走街串巷，不言疲

累。因为对84消毒液过敏，她的
眼都肿了。

刘文静告诉笔者，家里承包了
100 多亩地，种植红薯，去年产量
达 80 多万斤。2011 年，性格开朗
的她，参加了村广场舞队，群众基
础好，这也是她此次召集成立“巾
帼志愿服务队”的有利条件。她手
拿话筒，打开音响，嗓音激情而铿
锵，成了疫情防控女主播：“出门佩
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人物二：她名叫王立荣，共产
党员，在村里开了一家淘宝店。
她在村里生活了40多年，对这里
的一切充满了感情。

她以个人名义第一个为全村
捐赠了 100 斤 84 消毒液，并积极
参加村里的消毒工作。她依托淘
宝店资源平台，积极为群众提供
紧缺防控物品，平价出售，不多赚
一元钱。在喷洒街道的过程中，
王立荣的脸过敏了，自己喜爱常

穿的那件橙色羽绒服、蓝色毛衣
在药物的作用下成了白色，她却
笑了笑说：“能为我们村老百姓干
点事，值了。”

人物三：她叫杨俊花，牵头组
织发动其他志愿者志愿服务，纷
纷出钱出力，齐心协力共同“战
疫”。

聊起发起成立“巾帼志愿服
务队”，杨俊花说，自己就喜欢为
大伙儿服务。如今，她每日负责
全村好心人捐赠的款项支出和防
控物品发放使用工作。

人物四：她叫徐静，消毒作业
的司机。她驾驶着电三轮车，搭载
着巾帼志愿者，穿梭在街头巷尾。

“从迈出家门到上门服务，从
宣传防疫到流动消毒，四位巾帼
以自己温柔的力量，筑起仁义庄
村疫情群防群控的一道美丽、坚
强的风景线。”说起巾帼志愿服务
队，李乐群赞不绝口。

仁义庄村有支巾帼志愿服务队

▲2月2日，雄县仁义庄村“巾帼志愿服务队”
队员徐静（前）和刘文静在村里进行消毒作业。

通讯员 郭 健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
静 通讯员侯鸿儒、王英军）

“这位大爷，有口罩一定戴，这
样看着才最帅”“那位大哥，牙
真 白 ，牙 白 也 得 戴 口 罩 了
哇”……日前，张北县花园广场
上一架盘旋着的无人机里传出
地道的张北话，路过的行人一
边惊讶地寻找声音，一边乖乖
戴好口罩。

这段无人机喊话路人、宣传
防疫知识的视频正流行在张北
人的朋友圈里，人们争相转发的
同时还不忘再加上一句“少出
门、戴口罩，为张北点赞”。

不光是无人机喊话，眼下，
张北大街小巷、村里村外随处可
见“接地气”的宣传标语：“少吃
一顿饭，亲友不会淡”“不出门不
乱窜，不给国家添麻烦”……

更有当地二人台演员将防
疫知识巧妙地编成顺口溜，大
人孩子都能学上几句。张北正
通过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防

疫知识传递到千家万户，唤起
广大群众的防控意识，凝聚起
同心协力防控疫情的共识和
力量。

疫情发生后，张北把“土
味”宣传作为疫情防控的“硬
核”力量和有力武器，用张北式
顺口溜、张北式快板、张北式二
人台，精准将防疫知识送到千
家万户。

张北民间艺人“二大娘”创
作的《二大娘讲疫情》短视频，画
面里“他”与搭档一唱一和，幽默
诙谐的劝告让防控更有温度、更
有人情味。张北百灵传媒的艺
人也随之唱响《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打喷嚏要离人远，不揉
脸来别揉眼”“科学防范不放松，
因为我们是张北人”。

如今，张北县城区和乡镇
村社的防控疫情标语总计达两
千多处，数万份防控疫情“温馨
小提示”广泛在厅堂楼宇间传
播，乡村大喇叭“唠家常”式劝
告深入民心……这样的宣传让
防疫知识入脑又入心，坚定了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

张北把疫情防控知识送到千家万户

“土味”宣传释放“硬核”力量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来得
突然，说实话，不好打，但没有选
择，我们必须打！而且一定要打
赢！”2 月 1 日，邢台市桥西区东庞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李
鹏的嗓子沙哑得几乎说不出话
来，在说“一定要打赢”几个字时，
他咬着牙，一字一顿。

东庞社区是一个开放式社
区，有 7 个居民小区，隶属于金牛
街道办事处，集中居住着 4000 余
户、13000余名居民。因住户多是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庞矿职
工，被习惯地称为“工人村”。万
余名居民中相当一部分是中老年
人以及外地租户，每天有上万人
次居民因工作、生活出入小区，防
控难度可想而知。

打胜仗，就一定要打有准备之
仗。李鹏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算：
社区一共才9个干部，打好防控阻
击战，排兵布阵，须有明确章法。

大年初一，李鹏把同事全都
召集过来，研究分析社区哪个出

入口可以堵，哪个不能堵，一一标
明。然后，又把物业公司和业委
会负责人叫来，“防疫知识宣传
页”“致居民的一封信”等，连夜张
贴在小区内醒目位置。

挨家挨户排查人员信息，每
天汇总上报，工作量大，仅靠社区
工作人员难以完成，社区老党员、
老干部挺身而出，目前已有 50 多
人参与其中。

他们以网格为单位开展拉网
式排查，不漏排一户、不漏报一
人，两天一夜完成了首轮排查工
作，“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每个人
都有详细资料。”李鹏说，针对筛
查出来的重点人员，社区建立专
门台账，进行一对一包联对接。

“社区一共设了3个疫情防控
检查点，测温、查证、登记……因人
流量比较大，每个点至少安排了
10个人。”李鹏说，每天一大早，老
党员吴志峰都会准时赶到检查点
值班。很多居民他都熟悉。有个
别人员不配合检测体温或登记，年
龄大的，他就劝劝，年龄小的，他则
以长辈的身份训两句，无人不听。

为了做好相关工作，社区协
调 东 庞 矿 给 职 工 发 放 了“ 出 入
证”，凭证进出。此外，为保证居
民生活不受影响，社区协调超
市把蔬菜、蛋、奶等生活物品
足量运至小区，每天摆摊平
价销售。

社区里的老年人喜欢
凑一起，下象棋、聊家常。
游园关闭后，有老人不理
解，甚至连口罩也不愿戴。
老党员郝明生找来一批小喇
叭，让老党员撰写宣传语并录
音，把小喇叭摆在每一栋楼下，
不定时播放，“老人们都挺配合，
现在基本不再出来。”李鹏说。

“合力防疫情、齐心保健康”
“严禁带宠物在小区走动”……这
几天，社区老党员殷双廷每天都在
红纸上写好标语，在醒目位置张
贴。还有不少党员参与社区消毒
消杀，增强大家抗击疫情的信心。

“每一个检查点都是一个党
员示范岗。”金牛街道办事处纪工
委书记朱立伟说，东庞社区用力
度和温度，织密织牢了疫情防线。

▲东庞社区进出口设立的疫情防控检查点，严
格人员、车辆信息登记。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摄

基层防控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