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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金见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

“我是党员，现在哪里还需要人？
请让我去吧！”2月12日，柳市镇疫
情联防联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
接二连三响起。短短一天，就有20多
个电话打来，他们都是周边村社主动
申请加入临时党支部、参与防控工作
的党员。

关键时刻，党员冲在前头。日
前，乐清市出台《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推动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十项措施”》，充分激发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力，切实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奋力投身疫情防控斗争，同时科
学评估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指数，
提前发现优秀村社干部，储备换届人
选。

“支部建在一线”就是其中一项内

容。在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工作中，
乐清推进机关党员“进网入格、村社
报到”，并在一线成立356个临时党支
部，实现了集中隔离点、重点村社、
重要卡口全覆盖，全力发挥了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冲锋在前、战斗在
前，切实把疫情防控工作做到位。

这两天，一条脍炙人口的方言快
板在淡溪镇各村微信群广为转发。这
是陈坦村党总支“科学防疫宣传员”
张瑞燕自创的作品，向群众倡导少出
门、不聚集、勤洗手、讲卫生等防疫
知识。张瑞燕就是“红色八大员”之
一。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乐清设置
了科学防疫宣传员、工作信息联络
员、集中隔离监管员、居家管控劝导
员、民生服务代办员、突发情况应急
员、交通卡口管制员和村社治安巡查
员等八大责任岗，全市514个村社的
6万多名党员干部全部主动认领、进

岗入职，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

针对因疫情隔离等特殊情况导致
村社干部缺配、工作难以开展的问
题，乐清市推出“动态缺位递补”，党
员干部实时顶岗履职，迅速开展各项
工作，做到工作力度不减、干劲不
松，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细落实。

疫情防控一线还是检验入党申请
人、入党积极分子的“考场”。对表现
突出的入党申请人，党组织将及时吸
收其为入党积极分子，并优先重点培
养，对表现突出、符合条件的入党积
极分子，及时吸收入党。

同时，乐清市将村社干部防控表
现列入换届人选考察重要内容、任职
资格条件，提前发现优秀村社干部，
储备换届人选。结合后进党组织整顿
转化，把“集中硬隔离、居家硬管
控”落实情况作为评估党组织战斗力

的重要性指标，纳为“五星争创”星
级评定关键依据。

乐清还开展了“两新堡垒在一
线”活动，公益类社会组织党组织发
动会员支援疫情防控一线，帮助做好
物资筹集发放、交通要道人员管控等
工作，非公企业党组织引导企业严格
执行“正月不开工”规定，保障员工
合法权益。

此外，乐清市还注重落实红色关
爱措施，下拨党费用于慰问疫情防控
一线党员干部、购买防疫急需物资
等；鼓励有条件的党组织，为战

“疫”一线的党员干部购买“新冠肺炎
防控人员险”；第一时间开展关怀慰问
活动，重点慰问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
乡镇 （街道）、村 （社区） 党员干
部、医务工作者以及相关志愿者等；
全面战胜疫情后，按规定落实疫情防
控一线党员干部的补休、疗养。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剑佩郑剑佩 应裕智应裕智 陈海燕陈海燕

22月月1313日上午日上午，，柳市镇大兴村柳市镇大兴村
第二党支部第二党支部（（庄垟片庄垟片））书记陈永飞书记陈永飞
带领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共带领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共4040多多
人到田里收割蔬菜人到田里收割蔬菜，，共收割菜籽头共收割菜籽头
和油冬菜和油冬菜10001000多公斤多公斤。“。“这片菜地这片菜地
有有2020多亩多亩，，是新居民种植的是新居民种植的，，人人
在外地没回来在外地没回来。。这批菜不收就烂在这批菜不收就烂在
地里了地里了，，我们把菜买过来我们把菜买过来，，送给有送给有
需要的兄弟村需要的兄弟村。”。”陈永飞说陈永飞说。。

蔬菜装筐后蔬菜装筐后，，大兴村送了大兴村送了77筐筐
菜籽头和菜籽头和99筐油冬菜给大兴村大谟筐油冬菜给大兴村大谟
片区片区，，各各66筐菜籽头筐菜籽头、、油冬菜给隔壁油冬菜给隔壁
的彭桥村的彭桥村。。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门口有蔬菜门口有蔬菜，，有有
需要的村民可以过来免费领取需要的村民可以过来免费领取。”。”
22月月1212日上午日上午99时时，，柳市镇上峰村柳市镇上峰村
党支部书记郑献乐扯开嗓子沿街喊党支部书记郑献乐扯开嗓子沿街喊
叫叫，，身后是两辆载满大白菜和菜籽身后是两辆载满大白菜和菜籽
头的车子头的车子。。刚走出没几步刚走出没几步，，一位瞿一位瞿
姓村民从姓村民从33楼的窗户里探出身子楼的窗户里探出身子，，
拿出一条绳子拿出一条绳子，，笑呵呵地说笑呵呵地说：“：“帮帮
我个忙我个忙，，人就不下去了人就不下去了，，大白菜挂大白菜挂
在绳子上在绳子上，，我拉上来我拉上来。”。”随即随即，，村村
委会工作人员挂上大白菜委会工作人员挂上大白菜，，瞿女士瞿女士

顺手一拉顺手一拉，，就将蔬菜拉上楼就将蔬菜拉上楼。。
从从22月月1010日起日起，，上峰村的张上峰村的张

碎银得知碎银得知，，河南籍菜农在该村承包河南籍菜农在该村承包
了了8080亩菜地亩菜地，，种有大白菜种有大白菜、、油冬油冬
菜菜、、包菜包菜、、白萝卜和菜籽头等蔬白萝卜和菜籽头等蔬
菜菜。。为了减少菜农损失为了减少菜农损失，，同时也为同时也为
了避免村民频繁走动了避免村民频繁走动，，他每天从菜他每天从菜
农手中采购千斤蔬菜免费赠送全村农手中采购千斤蔬菜免费赠送全村
有需要的村民有需要的村民。。

22月月1111日日，，在虹桥镇南屿社区在虹桥镇南屿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盘菜盘菜、、葱葱、、洋葱等洋葱等
菜一排排摆开菜一排排摆开。。社区社工和社区干社区社工和社区干
部部、、党员义工党员义工、、志愿者装成袋志愿者装成袋，，再再
一户户分到户上一户户分到户上。。

封闭管理后封闭管理后，，社区决定给居民社区决定给居民
统一采购统一采购。。居民在居民在““问卷星问卷星””小程序小程序
上确认消息后上确认消息后，，社区干部们按照社区干部们按照AA
类套餐蔬菜类套餐蔬菜5050元元，，BB类套餐排骨类套餐排骨、、
肉肉、、大米大米7070元的规格分装元的规格分装。。工作人工作人
员集中采购员集中采购，，一个个分袋装配一个个分袋装配，，再一再一
个个送到户上个个送到户上。。从配送中心购买从配送中心购买，，价价
格亲民格亲民。。

此外此外，，虹桥镇东街社区虹桥镇东街社区、、黎明黎明
村村、、连桥村连桥村、、龙泽村等各社区龙泽村等各社区、、村村
居均开展了统一配送居均开展了统一配送。。虹桥镇联系虹桥镇联系
了专业配送公司了专业配送公司，，大大丰富了配送大大丰富了配送
品种品种、、提高了配送效率提高了配送效率。。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青

“大爷，来，测体温了。”“36.5，正常。”昨日，乐清
市老来福休养中心护理员一大早就逐个对老人们
进行体温测量。这是该休养中心每天开展的一项常
规工作之一，也是乐清市养老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
作的一个缩影。

往年春节时，家属们会选择接老人回家过年，
或者一大家子来看望老人，但今年春节情况特殊，
老人们抵抗能力弱，怕受到外面疫情的影响，老来
福休养中心实行封闭管理，并将消息通过短信、微
信、电话一一告知所有老人家属。

“老人是24小时离不开人的，所以我们护理员
都放弃了休假。”该休养中心负责人赵墇明告诉乐
清日报全媒体记者，中心共102名老人，去年底，为
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该休养中心早早启动了应急
预案，号召老人们留在养老机构，为了保障院内老
人安全，已接回家过年的老人建议居家不返院。工
作人员时刻佩戴口罩，老人每天测两次体温，原先
院内一周消毒两次变成了每天都要消毒。“目前，物
资、生活必需品等都供应得上，很多爱心人士也会
通过官方机构给老人们送物资。”赵墇明说。

“我们在这里吃得好、身体好，生活很安定，请
大家放心。”隔着门禁，戴着口罩在院子内散步的周
大爷说，工作人员每天都来给自己检查身体，宣传
新冠肺炎防护知识，还建议这段时间与家人通过视
频、电话联系。

当天，记者又来到位于城东街道的乐清市社会
福利院，同样被拒之于门外，门口张贴着禁止入内
等防疫相关公告。负责人陈志斌告诉记者，春节前
后是机构探视老人人流量最多时段，1月23日实施
全封闭式管理，连老人、护理人员、厨房人员也不得
外出，采购人员也尽量避免外出，外出也要做好个
人防护，并且每天及时向市民政局统一的电子平台
上报人员健康信息。

据了解，为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乐
清养老机构开启了战“疫”模式，制定了防控应急预
案，对全市35家养老机构实施封闭管理，19家镇街
养老服务中心暂停服务，421家村、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关门停业。“如今，各养老院完全实现了
封闭式管理，均无老人新入住。此外，市民政局还为
各养老机构送上防疫物资，其中，口罩1400个，手套
1000 双，电子体温计 100
只，并叮嘱养老机构要提早
采购足量的生活物资和防
疫物资，严阵以待，积极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乐清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截
至目前，全市养老服务机构
内未报告发现新型冠状病
毒确诊病例、感染者、疑似
病例和隔离观察者，整体防
控形势平稳有序。

“十项措施”激发担当作为
推动党员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

“你们安心宅家 我们送菜到家”

“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

乐清养老机构
施行封闭式管理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叶长一 通讯
员 林晓秋）2月13日，6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患者治愈，并先后走出乐清市人民医院隔离病房。

该6人分别为陈某某，男，53岁；虞某某，
女，46岁；李某某，女，39岁；陈某某，男，21
岁；陈某某，男，28岁；吴某某，男，34岁。

据悉，此6人均为乐清人。
至此，乐清市确诊患者已累计出院49例。

昨天6人治愈出院
已累计出院49例

扫一扫 看视频
汪洋 摄制

虹桥南屿社区志愿者在分菜。南屿社区供图

志愿者帮忙收割蔬菜志愿者帮忙收割蔬菜。。通讯员通讯员 陈永飞陈永飞 摄摄 用绳子吊菜上楼。郑剑佩 摄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
通讯员 林施惠 李金见

“您好，我是浙江省心理卫生协
会心理援助专家组成员，接到您的心
理咨询需求，请问您现在方便接电话
吗？”2月11日下午，已连续奋战在
工作岗位上16天的乡镇干部刘某，在
乐清市委组织部“雁山红”智慧党建
平台上的心理辅导模板进行了初步测
试登记后不到2个小时，就接到了心
理辅导师的来电。

为了给奋战在一线抗疫的党员
们加油鼓劲，近日，中共乐清市委
组织部与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合
作，通过在线辅导和热线电话的方
式，免费为抗“疫”一线党员开展
疫情防控期间压力缓解、情绪疏
导、知识科普和陪伴支持，切实构
建起“心理安全网”。

“专业及时的心理辅导能够疏导
党员干部长时间高负荷工作下产生的
不良情绪，建立积极向上的工作态
度。为此，我们与浙江省心理卫生协

会开展合作，通过他们整合全省优质
心理辅导资源，为党员干部排忧解
难。”乐清市委组织部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下一步，除了电话回复外，他们
还准备以“微信群课堂”的形式向有
需求的党员干部传授心理调节小技
巧，帮助他们以更佳的状态投身“战
疫”。

提供心理援助，为党员鼓舞士
气，是乐清关爱和激励干部的暖心举
措之一。2月2日，乐清市委组织部出
台《在打赢疫情防控战中落实“两个

担当”良性互动九条举措》，内容涵盖
进行组团攻坚、推进容错免责、落实
日常督查、建立专项纪实、实施专题
考察、推动能上能下、强化考核运用
等，同时，设立关心关爱24小时热
线，及时对一线党员干部反映的问题
和需求提供帮助，并开展谈心谈话工
作，了解干部思想、工作、生活等情
况，帮助党员干部排解工作、生活等
压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引导干
部树立打赢疫情防控战的信心，激励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前。

抗疫战士有了“知心姐姐”
乐清九条举措关爱激励干部

你护群众周全
我来管你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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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之手 并肩战“疫”
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