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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露露

2月 13日 11时许，380份
餐食，准时送到乐清市人民医
院。

为让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能够及时用餐，以更加饱满
的状态投入工作，2月12日开
始，作为驰援温州行动W2关怀
计划的一部分，由温州高温青年
社区和爱德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爱
心用餐公益项目，开始为包括乐
清市人民医院在内的六家温州地
区医院免费配送一日三餐，用行
动守护一线医护人员。

乐清市人民医院的餐食由田
野中餐厅制作，配送一日三餐，每
餐380份，爱心送餐行动将从2
月12日开始。

据了解，这个爱心项目通过
阿里巴巴公益平台面向所有用户
开启爱心捐赠通道，筹得的善款
将用于为战“疫”前线的医护人
员制作餐食。同时，为了确保广
大医护人员能在第一时间吃上安
心卫生的一日三餐，该项目联手

“饿了么”平台为餐食的安全配
送提供物流支持。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
者 郑露露）“有什么办法能回到
乐清当志愿者，一起抗击疫情
吗？”最近这段时间，乐清市湖南
商会执行会长张凝总是各方询问，
但因交通管制，路途遥远，他在湖
南无法回来，只能用捐款的方式支
持乐清抗击疫情。

“出不了力，那我们就出一点
钱，也算是一份心意。”乐清抗疫
战役打响后，乐清市湖南商会通过
微信群发布了《告全体会员的倡议
书》。会长刘新文虽然在湖南，但
心系第二故乡乐清，时刻关注乐清
的疫情，带头捐款10000元，并
组织商会秘书处，捐款捐物。在乐
工作的湖南人你200元我300元，
共计筹集爱心款73666元。

本次所捐款项经乐清市红十字
会定向捐助给乐清市第三人民医
院，用于购买医用口罩、防护服
等。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叶长一）“李
梨芳，帮我拿几根牙签？”“好的，等下给您送过
去。"“我晚饭菜多打点，饭少些。”“好。”在柳市
镇一个隔离点，不论谁有需求，她都及时接应，并
尽力为隔离者排忧解难。

这位被隔离点人员像亲人一般直呼名字的李梨
芳其实与大家素不相识，是这个隔离点的“管家”。
自1月31日柳市镇开展集中隔离开始，她就一直
坚守岗位，至今没离开过半步。

“对接相关工作，有时要顶替值班，还要帮忙
采购送物，事多琐碎，但都很重要。”李梨芳说，
每天从早忙到晚，防护服一天要穿上8至10个小
时，甚至穿更长时间，每天脱下时，全身是汗。

2月12日，一名刚来隔离点两天的小刚(化名)
请她帮忙，称在另一房间隔离的妻子身体不舒服，
能否请一名医生来看看，李梨芳当即帮忙对接。

10多天里，当离开隔离点的隔离人员留下一
句句“辛苦、感谢”时，她就感觉十分满足。

据悉，疫情发生以来，
柳市镇为全面加强防控措
施，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
的严密防线，采取统一集中
隔离，每个隔离点都抽调精
干力量组成服务队，从检测
体温、安保卫生、身体保
健，到营养餐配送、生活用
品采购等，提供“保姆式”
贴心服务，让隔离人员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露露

2月13日清晨，智仁乡大台门村党支部书记
项金财已提着多袋药和菜，和网格员一起为返乡人
员送菜送药。冲锋在前的他，左臂截肢过，现安装
的是假肢。

57岁的项金财是一名有着18年党龄的老党
员。23年前，因在棉被厂工作时不慎被机器误
伤，左手手臂被截肢。1月22日，项金财从无锡
回来，提着500个口罩送到乡里。“印象很深，他
送口罩时说，工作人员走村入户，要保护好自
己。”智仁乡副乡长陈建国感慨，全乡工作人员使
用的第一批口罩就是项金财捐的。

“村自为战”后，项金财每天给村民采购蔬菜药
品和生活必需品；村民家里煤气没了，装了假肢的左
手使不上劲，他就一只手把煤气罐扛到村民家中。

项金财每天从6时忙碌到次日凌晨才回家……
2月9日晚，智仁乡入乡卡口已安排人值守，可他不
放心，主动加入值勤队伍。当天凌晨3时许，已连续
在战“疫”一线奔波了14天，连着20个小时没睡的
他，值勤间隙，坐在椅子上
就睡着了。大台门村驻村
干部章近标让他晚上别来
了，可他还是来了。

在项金财的带动下，
其妻也主动做起后勤工
作，用大铁锅炒面、炒年
糕，和丈夫一起支援前线

“战士”。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杭 通讯员
赵锐）抗疫期间，为了方便入村检查，北白象镇
南屏社区党委书记石娅在社区办公点住下来，将女
儿暂时交给亲戚来照顾。辖区8个村，她和社区干
部一起排查2万多人，电话接不停，三餐从未按时
吃过，连日来，她都是在前往各村检查的路上。

硐桥村作为大桥工业区通往高速公路的必经之
路，是北白象镇村自为战的重要卡口。2月2日深
夜，4辆重型卡车经过硐桥村卡口，“你好，我们
是正泰集团的，这里有一大批电器配电设备需要运
往武汉火神山医院。”其中一名司机焦急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私人车辆都不可随意
进出，特殊运输车辆需要有相关的证明。”石娅耐
心解释道，并与正泰集团负责人进行了核实。

由于卡口被封死，卡车无法正常通行的问题又
摆在了石娅的面前。“设备耽误一分钟运送，新冠
肺炎患者就多一分钟危险，马上对卡口进行拆
除。”石娅说完便亲自着手进行拆除工作，经过20
分钟的努力，卡口被顺利拆除。看着卡车顺利通过
卡口，石娅如释重负。事后大家才发现，由于深夜
光线不足，石娅的手上被简易钉划破了好几道口
子。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
者 郑剑佩） 昨天下午，省劳模、
市政协委员吴呈勇给蓝天救援队的
一线队员送上了5斤铁皮石斛烤条
和4斤铁皮石斛干花。

“今天送的是第五批物资，接
下来还要送一大批石斛。”从正月
初三开始，吴呈勇来到仙溪、雁
荡、芙蓉、市区交警中队等地，给
一线的公安干警和基层干部送铁皮
石斛，共价值26万元。“库存的铁
皮石斛烤条一共有110斤，其中
60斤捐给武汉中医院，其他的都
捐给乐清基层抗疫的一线了。”吴
呈勇说。

“只有早日战胜疫情，我们企
业才能早点开工。希望我的一点绵
薄之力，让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增添
动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吴呈勇说。

■叶泱程

“忽然感觉身为二 （1） 班 （一
员）好光荣，真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
后，都是对社会大大有用的人。”2月
12日8时，柯凯沥的妈妈在他们班级
群里发了这么一段话。2月11日，乐
成一小二（1）班的学生和家长给乐
清市人民医院捐赠了一台紫外线消毒
机。次日，该机器就投入使用了。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乐成
一小二（1）班班主任徐爱乐非常关
注疫情的消息。她在网上看到紫外
线对新冠病毒有一定作用时，她立
马联系了班级家委会成员李苏群和
钱晓敏，商讨能否将班级在上学期
购买的紫外线消毒机进行捐赠。原
来，在上学期，他们班因甲流而停
课，便用班费给孩子们购买了 2台
紫外线消毒机。

“赞同，我们捐吧。等疫情结束
了，我们再买台。”

“捐！也当是一点心意。”

2月11日15时44分，钱晓敏在
群里发出准备捐赠的消息后，得到了
家长们的纷纷响应，当下便决定将其
中一台紫外线消毒机捐献出去，并于
当天20时送至乐清市人民医院。

“今天早上我格外激动，徐老师

说我们捐的紫外线消毒机已经在市人
民医院开始工作了，有了它，我们的
医护人员就更安全了！我好想老师，
好想同学们，真想快点和同学们在操
场上嬉戏……”李苏群的儿子叶逸涵
在日记里写道。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露露）“这是送给你们的一次性手
套。”“这些 84 消毒液供给你们使
用。”最近，乐清市药业协会的工作
人员，将防疫物资陆续送到有关单位
的一线防控卡点上。

记者了解到，乐清市医保局多次
组织协调，并于2月9日召开了有关
疫情期间医保定点药店志愿送药服务
商讨会，乐清市药协的各家药店也积
极响应号召，投入到疫情防控中，确
保药品供应不掉链、市场不断供，以

最大努力供应疫情防控所需医用物
资。同时，发挥线上线下渠道优势，
争取更多防控物资，积极从外省调入
口罩、酒精等防护、医用物资；做到
不囤货、不涨价、保持正常营业，切
实维护市场稳定。

他们还为被列入医保门诊保障范
围的14种慢性病患者，提供志愿送
药服务，联合邮政快递，缓解疫情期
间群众购药难问题。截至2月12日，
全市药店接到购药电话4412人次，
配送药品1079次。

“医药单位在抗击疫情发挥自身
价值外，还积极履行了社会责任，各
家单位积极捐赠物资。”市药协工作
人员介绍，截至2月12日，浙一医医
疗器械零售有限公司、宁康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康盛堂医药连锁医药有限
公司、布衣大药房连锁医药有限公司
等多家医药公司捐出一次性手套、酒
精、84消毒液等5万多件防疫物资，
价值20万元。

防疫物资将分送给有关单位和防
控卡点。

20万元防疫物资送到一线卡点

人物名片：
项金财，智仁乡大台门村党支部书记

⑧

断臂村支书冲锋在前

隔离点有个热心“管家”

谁有需要她都帮

她拆了卡口
让运防疫设备的卡车通行

班级消毒机“进”医院

200箱牛奶送上门 为医护人员“送营养”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海虹）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乐
清的医务人员冲锋陷阵，坚守在一
线，他们的健康牵动着大家的心。2
月11日下午，在乐清市商务局的协
助下，南虹沃尔玛超市总经理石俊购
买了200箱安慕希牛奶，送到医务人
员们集中居住的地方。

“疫情发生后，乐清市商务局为
我们商超行业做了很多服务，切实解
决了不少难题，使得超市能够正常运
转，保障市民生活物资。”石俊告诉
记者，商务局工作人员在非常时期不
仅为商企服务，也为商超防控防疫提
供了帮助和支持。还为商企及个人的
社会义捐做了指引和榜样，尤其关怀

一线医务人员。
在乐清市商务局的指引和联系

下，南虹沃尔玛超市总经理石俊购买
了200箱牛奶送给在一线工作的医护
人员。“在疫情面前，医务人员坚守
在第一线，他们这么辛苦，我送牛奶
给他们补充营养，也算是为抗击疫情
尽点微薄之力。”

捐铁皮石斛
为一线送健康

乐清湖南商会
捐7万多元

每餐380份
爱心餐送白衣战士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丽萍）“我们社区在卡点值守的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每餐都能吃上热饭热
菜，喝上热汤，这都亏了社区里的三
名妇女，大家都称她们是‘最美厨
娘’。”昨天，乐成街道南门社区妇联
主席陈姿和记者说起 3名义务厨娘
时，充满感动。

这3名厨娘是施乐蕊、卢双和陈
其燕，其中施乐蕊和陈其燕都是社区
妇联副主席，卢双是社区网格员，她
们平时都很热心社区工作。这次疫情
突如其来，从去年腊月廿八日开始，
社区工作人员就紧张忙碌起来了，到
各家各户去排查、登记，有时连回家
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施乐蕊和卢双见
状，便商议着买来各类食材，到社区
的小厨房，为大家张罗吃的东西。炒
粉干、煮麦夹、炒年糕……刚开始，
她们做的食物种类比较简单。

随着疫情发展，管控升级，南门
社区设置了10多个道路卡点，轮流值
守的人员需要近百名，除了社区相关
工作人员，还有其他一些单位的人员
和志愿者来支援，做饭的任务一下子
重起来，而且看起来抗“疫”需要一
段时间，老是吃面条、粉干也不行，
施乐蕊动起心思，和卢双商议，最后
定下“规矩”：从正月初三开始，每
天中午米饭加四菜一汤，晚上则烧面
条、馄饨、年糕、麦夹之类的面食。

“现在吃饭的人数比较固定了，
每天70多人，之前人比较多，其他单
位过来支援的人数不固定，正月初二
有100多人，我和卢双都忙不过来。”
施乐蕊说。也是从那天起，陈其燕见
状主动过来帮忙，加入这个临时厨娘
队伍。

“现在我们3人分工明确，配合默
契，在厨房里干活越来越顺手了。”
施乐蕊笑道。她主要负责采购食材、
炒菜；卢双负责洗菜、切菜，有时也
出去买菜；陈其燕主要是洗涮餐具，
有时也帮着炒菜打下手。一个人炒大
锅的菜需要花很大的劲，毕竟不是专
业厨师，几天下来，施乐蕊的手臂都

酸了。为此，这两天她还请了做专业
厨师的大姑子中午来帮忙。

由于人手少，工作量大，3人几
乎每天从早忙到晚。上午去菜场买
菜，然后洗、切、炒，要赶在11时
30分前做好，让第一波来就餐的人立
刻吃上。各卡点的人员来吃饭的时间
不一样，错峰进行。为了保证大家吃
好，厨房每天的菜都换花样，为此，
施乐蕊每天晚上都要花心思为第二天
的伙食拟菜单，拟好后还征求大家的
意见，大多数人赞同后才定下来。

各卡点人员来吃饭的时间不同，
从11时30分开始，陆陆续续的，一
直到13时30分都还有人来。为了保
证大家都能吃上热饭热菜，她们都对
饭菜做好保温措施。等所有人吃完，
洗涮好后，施乐蕊还要去趟菜场，采
购次日需要花时间处理的部分食材，
提前准备好。

南门社区厨房是刚设立的，设备
还没配齐，连冰箱都没有，锅、碗之
类的也不够，施乐蕊就把自家的厨房
设备拿过来。有些第二天用的食材，

也拿到自家冰箱先保存。
因为银行暂停营业，社区的公款

提取不出，这段时间，厨房食材的费
用都是施乐蕊自掏腰包垫付的，目前
已垫付了1万多元。平时烧菜时遇到
调味品不够，施乐蕊把自家的拿过
来。特殊时期，菜场的菜品不丰富，
价格也贵，有时为了给大家换口味，
施乐蕊还把自己家的腊肉、鳗鲞等年
货拿出来。

“社区工作人员也有把自己家的
东西贡献出来烧的，卡口值守很辛
苦，能让大家吃得安心，我们也感到
安慰。”施乐蕊说，大家同心协力，
才能打赢这场特殊的战役。

你护群众周全 我来管你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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