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旭怡 蔡甜
甜 孔丽琴 陈海燕 吴昊姝 通讯员
董珑珑 项友胜

他们广泛接触群众，他们是村民
贴心的“采购员”和“送货员”，并主
动参与到村卡口值班，同时是这场战
役中的“守门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名称——网格员。

认孤寡老人做干亲

“自从居家隔离不外出以后，家
中物资出现了不足，多亏了网格员为
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啊！”这是雁荡镇村
民近期最常挂在嘴边的话。雁荡镇海
岛社区、环城社区、雁山社区各村开
始实行生活物资及药品采购全程代理
后，网格员们就主动当起了免费“采
购员”和“送货员”，让村民能第一时
间拿到生活必需品。

2月13日中午，雁荡镇响岭头村
网格员谷建峰和詹丽萍一边分发集体
采购的生活物资及药品，一边耐心地
向村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响岭头村
对集体采购物资实行包片包户，谷建
峰和詹丽萍各负责一个片区，他们通
过电话、微信与辖区群众沟通交流、
做心理疏导，为他们登记、采买食
物、日用品、消毒液等物资，并送货
上门。

在前期的排摸中，谷建峰和詹丽
萍了解到各自片区的孤寡老人，因家
里没有劳动力，近期生活更加不便，
两人主动上门服务，做起了他们的干
儿子、干女儿。村民对此赞不绝口。

腿脚不便仍冲锋在前

“阿伯，你降压药快没了是吗？
我帮你记下来，我们统一去买来送给
你。”2月10日一大早，龙西乡庄屋
村出现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他是该
村全科网格员叶保林。

叶保林因十多年前一场车祸成了
四级残疾，落下了腿脚不便的问题。
但他做事非常热心，在村里人缘也
好。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叶保林
每天早早出门，走村串户宣传防控知
识、走访摸排疫情、劝返聚集群众、
为困难老人送上生活物资……由于腿

脚不便，又一心埋头工作、登记，他
常忘了顾及脚下，时不时就会跌一
跤。

忙碌的工作节奏，让他常常顾不
上吃饭。一次，他在村里做完排查工
作已是12时许，到家刚准备吃一口麦
饼充饥，就接到群众聚集的举报。赶
到现场路边，只见七八个村民聚在一
起聊天，他怎么苦口婆心劝说都不
听。他红着眼眶说：“各位老乡，我知
道你们天天待家难受，但现在是非常
时期，我饭都还顾不上吃，我求你们
理解配合一下好吗？”他的一番话，让
几名村民惭愧得红了脸，纷纷散去。
那天，等他得空已是15时多，此时的
麦饼早已冰冷干硬。

叶保林的妻子4年前中风偏瘫，
被定为二级残疾。这段时间，每天早
上出门前，叶保林会把一天的饭菜准
备好，叮嘱妻子在自己赶不回来的时
候热一热再吃。

扛起代购药品的重任

为了让辖区群众安心宅家，城南
街道细化服务措施，通过包干到户的
网格化管理模式，为群众提供“共享
保姆”式服务。和买菜送菜不一样，
代购药品需要特别仔细。在村里有着
近十年社保管理工作经验的吴丽萍主
动请缨，扛起了代购药品的重任。

村里开启药品代购服务的第一
天，便收到了十多户村民提出的药品
采购需求，吴丽萍逐家逐户到有需求
的村民家中收集医保卡，先赶到社区
卫生院帮大家购买医保药品，再将在
卫生院无法购买的药品进行统计，独
自骑电动自行车赶到市中心的大型药
店购买。偶有几样药品买不到，她便
耐心与社区医生、药店工作人员反复
沟通对接，拼尽全力为村民早日买上
药物。

村里的服务机制逐渐理顺了，如
今每日由吴丽萍统计好村民所需，发
送给年轻力壮的党员，由年轻党员采
购后，再由她逐一分发到户。统计、
采购、送达，这看起来简单的事情，
夹杂着防疫宣传、人员排摸等诸多事
项，占去了吴丽萍很多时间，经常忙
好这一切，已是深夜。

鲜为人知的是，在将村里的事情

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同时，吴丽萍的小
家却乱成了一锅粥。今年正月初二，
吴丽萍的丈夫胆结石发作，疼得直冒
冷汗。而此时，疫情严峻，吴丽萍将
丈夫匆匆送到医院交给医生后，便转
身回到村里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做防疫线上的全能手

李红燕是大荆镇荆山社区的一名
网格员，平时除了负责好自己网格内
的日常事务外，还带领着一支网格小
分队开展着平安宣传、驿站服务等工
作。

疫情刚出现那会群众意识还不
强，李红燕抱着宣传纸去村内各个
位置张贴的时候，有人员扎堆聊天
奚落她，但她还是很有耐心地劝
说。从大年三十开始至今，李红燕
和她作为驻村干部的老公每天都忙
在各自村里。对于父母不分昼夜地
频繁出门，放假在家的儿子看在眼
里，担忧在心里。

接到镇里指派的数据比对、电话
核对任务时，李红燕和其他几名网格
员知道，大荆镇的城镇体量决定了这
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李红燕连续
六天每天需要拨打近百个电话，每天

录完数据，总是凌晨，不敢走夜路的
她一个人胆战心惊地走回家。有一次
不巧被两条狗在后面追，好不容易到
了家门口，一个电话说有个数据出错
要马上更正！她又二话不说掉头绕远
路回去加班。

网络队伍越发壮大

近期，柳市镇汤岙朱西村严防死

守，组织网格员、志愿者等十余人，
通过上门统计、集中采买、送货上门
的方式解决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村民朱永枢、朱超杰主动报名担
任网格组长；老党支部书记朱松亭动
员儿子朱伟杰、侄子朱俊杰加入送菜
队伍；老党员朱孟奶动员儿子朱飞鹏
加入网格队伍；村妇联主席王芬妹发
动妇女6人加入网格队伍，包办了村
里的宣传劝导、卡口管控和后勤保障
工作等。

每天８时，朱伟杰、朱俊杰作
为“采购代表”，拿着前一晚统计好
的购物清单，到附近农贸市场为80
多户村民集中采购蔬菜和生活必需
品。回到村里后，他们与在村内等
候的网格员们一起分装、分送，受
到村民好评。

陈华奇（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城所中队
长）

2月9日 星期日 阴

一位老菜农满怀感激的一躬，深深地刺痛了
我！

疫情当前，老农们也很无奈，辛苦种的蔬
菜，到了收获时却遭遇了疫情，很难卖掉。道路
受阻，运不出去，好不容易拉到菜市场，没戴口
罩不让进。

上午我们在菜市场里发口罩 （我们局以最大
的努力调配来一批口罩，送发给各菜市场的经营
户），听到的都是他们感谢之声。口罩不多，我们
只是表表一点点心意。

在菜市场，我遇到一位年长的老菜农，戴着
一个已经脏了的口罩，在寒风中，静静地守着自
己种的一三轮车的蔬菜，等待着顾客过来购买。
当看到我们在摊位上发口罩时，他不像菜市场里
其他摊主一样，急着挤过来向我们要。

也许他认为自己不是这菜巿场的固定经营
户，也许他认为自己已戴着口罩，我们应该不会
发给他。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急需这个口罩。

这几天，有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老菜农在菜
场里卖着各自田里种的蔬菜，他们说，菜田里的
菜再不收割运出来卖，就会烂在田里。他们还
说，口罩难买，自己戴的口罩已用了好几天了。

他们戴的大多是已不起防疫作用的口罩，当
我过去递上一个口罩给这位老伯时，他犹豫了一
下，赶忙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并
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

这一刻我的心头真不知是什么滋味。事后，
老伯这感激的一躬，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越
想越难受……

明天我一定想办法多搞几个口罩送给这些老
菜农们。其实这几天下乡时，我也会备几个口罩
在口袋里，当遇上一些没戴的老人，我就会主动
送一个给他们 （没办法，单位发给我们也只有几
个）。

当前，一线防疫物资紧缺，我很理解，但这
些生活在农村的老人，他们真的很需要口罩！我
倡议大家如果家里有充足的，防疫期间在口袋里
装几个，遇到时，就送给他们，献上你的一份爱
心，让他们感受到，疫情当前这个社会大家庭对
他们的关爱！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孔丽琴 整理）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
万名干部下基层 筑牢“防疫墙”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旭怡 郑剑佩 吴梦梦

“哪里有需要，就派干部去哪里。”当前，在全国上下都在为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众志成城、积极行动的时候，乐清市万名干

部深入基层，与所驻村的基层干部群众心连心、共命运，一起构筑防治疫情的铜墙铁壁，为打好疫情防控战而努力奋斗。

网格员大写一个“爱”字

我送了他一个口罩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海燕

在蒲岐，有这样一个应急小分队，薛志文、连
克琦、王道达、庄翰赟、庄天法来自港区住建所，
全是党员，还清一色是退伍军人。他们退伍不褪
色，在战“疫”一线发光发热。

前几天，一幅托举着为货车司机测量体温的照
片走红网络，广受称赞的“测温哥”背后为其使劲
托举的人就是港区住建所应急小分队的连克琦。那
天，在侯宅卡口，来了一辆运输车，车辆3米多
高，一同值守的港区自然资源所的孙周给司机测量
体温，而站在后面的他毫不犹豫地将其高高托举。
自从蒲岐高速路口应急通道恢复后，进出的货车多
了，他的任务更重了。一家姐弟三人都忙碌在抗疫
一线。

2月13日下午，在蒲岐镇双屿路卡点，港区
住建所所长薛志文戴着口罩检查来往车辆有无通行
证，维持现场秩序。这是他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第
13天。

2月1日，薛志文带领全所党员成立应急小分
队，向蒲岐镇党委递交请愿书，他们面对党旗庄严
宣誓。随后，他们深入战“疫”前线，入户进行人
员筛查、卡点值守、转移人员、集中隔离点守护留
观人员等防控一线工作。

薛志文一人身兼卡点执勤、酒店集中隔离点对
接隔离对象等多项任务。克服穿着防护服的不适，
碰到隔离对象不理解，发泄情绪时，他要做好解
释，做“出气筒”，碰到不肯去医院检查的，要想
方设法说服。

党员王道达患高血压需要长期吃药，可在一线
战“疫”，他常常忘了医生让他别熬夜的叮嘱。

港区住建所的党员只是蒲岐广大党员干部冲在
一线的缩影。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
蒲岐机关干部、所有职能站所和村居干部、群众纷
纷投入到抗疫一线。

退伍不褪色
蒲岐这个应急小分队好样的

代购蔬菜。詹璐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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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军医请战上一线

2月10日15时，记者联系上包哲
勇时，他正在大荆镇盛宅下村的卡口
前忙碌。此前，刚刚有个村民因出现
咳嗽症状，驾驶电动自行车想出村去
医院。卡口前，包哲勇拦下了他，联
系上乐清市第五人民医院出专车将他
接走。“出现呼吸道疾病一定要先由社
区医院的医生诊断，判定需不需要上
级医院接诊。不能在外乱跑，那样会
增加感染风险，一定要由专车接送。”
包哲勇说。

包哲勇是市委组织部机关干部，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出现后，他立即停
止休假，进入第六督导组先后赴蒲
岐、石帆、天成等地开展督查工作。

“单位原本安排的是督查工作，
但作为一名有着 26 年党龄的老军
医，有专业优势，所以恳请部领导派
我到更需要的抗疫第一线去，尽我所
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医疗专业知识和
技能，为战胜疫情尽力。”包哲勇主
动给部领导写了《请战书》，要求赴
一线参加抗疫工作。他说，他的孩子
大了，羁绊小，他当过村第一书记，
对基层的工作比年轻人更熟悉，他还
有着20多年的从医经验，在疫情防
控知识宣传及个人防护上会做得更专
业一些。

2月7日开始，他每天6时30分
起床，7时从市区开车出发去大荆，
回到家基本上都已19时。包哲勇定
点去的大荆镇盛宅下村是个重点村，
此前出现过两例新冠病毒肺炎确诊患
者。严控死防卡口人员的进出，协助
村里查疏漏补不足，包哲勇工作得很
投入。

元宵节，大荆当地有上山点灯祭
祖的传统习俗。包哲勇坚守卡口向村
民解释政策，20时工作人员才陆续撤
离，回到家已是21时30分，本来最
该与家人团聚的这天，他在工作中。

年夜饭是一碗泡面

“就算我们人手再紧缺，也要想
办法再抽调10个人支援翁垟街道。”
挂掉电话，叶建国使劲揉了揉发红干
涩的眼睛。每天不足4个小时睡眠，
平均一天100多个接听电话，这种几
近拼命式疯狂的工作，让人看了心
疼。

叶建国是乐清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队队长。大年廿九下午，叶建
国第一次接到通知，开始着手安排雁
荡高速口卡口的执勤工作。

大年三十下午再次接到通知，
立即完成 8个高速口的设卡执勤工
作。正月初一凌晨 3时到家，叶建
国接了 150 多个电话，发了大量的
微信，嗓子都哑了。驱车 150 多公
里，跑遍每个卡口，而他的年夜饭
是一碗泡面。

“刚躺下，电话又打过来，接
完电话，微信里又有新的信息要回
复，第一天设卡，面对卡口的各种
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做出答复。”
正月初一夜晚，叶建国在半睡半醒
中度过。次日 6时多，叶建国醒来
第一反应是卡口的安全问题，他的
脑海里重复思考着如何筑牢第一道
防线。放心不下的叶建国又来到乐
清北高速卡口，现场查看车辆通行
情况。随着乐清防控升级，卡口的
管理也更加严格，这对执法一线工
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叶建国一次次重新设计对卡口防
疫防控工作方案，层层加码。“设计了
6稿，一稿比一稿严密，落在检查实
处的最终结果，也是将疫情拒之门
外。”叶建国说。长时间高强度的工
作，叶建国没吃过一顿安稳饭。“一开
始连续吃了4天泡面，最后还是同事
让老婆在家里煮了粉干，才算改善伙
食。”叶建国说，那顿粉干还是他在去
市区的路上边走边吃的。

19天仅见一次面

杨温成从正月初一来到单位值班
开始到正月十九，已整整19天没有回
过家了。

杨温成是乐成派出所分管社区的
副所长，从道路、社区到医院，从查
找疑似人员、流动人口摸底登记到统
筹处理一切突发事件……自疫情出现
以来，每天的工作机械且繁琐。

“爸爸，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
乖乖听话，为什么你还不回家……”
电话里传来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这
个钢铁般的男人忍不住红了眼眶。“乖
一点，爸爸打败病毒，马上就回家。”
偶尔抽空与孩子通话成了一件让杨温
成甜蜜又纠结的事。4岁的儿子和一
岁的女儿显然还不能理解为何长时间
见不到爸妈。

杨温成的妻子是乐清市人民医院
的医生，自正月初二上了救治一线
后，她也一直没能回家。杨温成说，
他是警察，必须日日夜夜驻扎防控一
线；他妻子是医生，理应争分夺秒坚
守救治一线。虽然二人的单位相距不
到1000米，但这19天来他们只见过
一面。那天因为高强度的加班突感不
适，杨温成强撑着身体去医院取药，
接过妻子手中的药，他转身就赶回了
单位。

“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杨温成
说，所里所有领导都是24小时驻守，而
绝大多数民警住到了单位，宿舍不够，
就在办公室里搭一张折叠床。偶有几位
能回去的同事，那也只是拿下衣物，洗
漱一下就回到工作岗位。

“虽然辛苦，但是值得。”在疫情
发生之初就有不少素昧相识的市民往
他们所里送口罩，送酒精，送各种物
资。在实行封闭式管理后，仍有不少
公益组织和部门关心支持他们，杨温
成说，工作被市民理解和认可，让他
们感觉很温暖。

穿上铠甲的“战士”

在岗位上坚守十几个小时后，2
月11日9时许，杨嘹嘹与同事完成了
交接班工作，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医
院安排的临时宿舍。

“这次隔离病房抽调医生，就让
我先去吧！”2月1日20时许，乐清市
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杨嘹嘹主
动请缨，赶赴新冠肺炎隔离病房主战
场。但此时，他才刚刚结束近三个月
的急诊轮班。

“我想与‘战友’们同甘共苦，共同
进退。”2月2日，杨嘹嘹被安排到乐清
市人民医院外科楼特殊病房确诊组。这
支医疗组收治的对象全部是确诊患者，
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和危险性。

“不是不害怕，但身为医生，这
是我们的职责。”穿上防护服的医生等
于是穿上铠甲的“战士”，杨嘹嘹一头
扎进了“疫线”工作。收治病人、安
排床位、密切观察……一系列的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其实，对于消
化内科的主治医师而言，传染病诊治
与其专业并不对口，为了抓紧赶上同
事的步伐，他还坚持利用下班后不多
的休息时间，仔细翻看医学书籍、研
读诊治指南、向感染科的同事请教疑
问，确保自己在疫线的诊疗工作能够
顺利开展。

他在前方冲锋陷阵，她在后方照
顾家庭。“这事不能告诉爸妈，照顾好
孩子，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临行那
天，他再三这样叮嘱妻子。可不知道
通过何种渠道，父母还是知道了这件
事情。电话那头，母亲再三叮嘱，他
频频点头。可当投入工作时，他的眼
里就只剩下患者。

与同事们并肩作战多个日日夜夜，
虽然身体劳累，但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
痊愈出院，脑海中浮现他们兴奋的神情
时，杨嘹嘹觉得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
的，干劲越来越足，信心也越来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