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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抗击疫情的“铜墙铁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指南（三）
——
—儿童阅读篇

—和平区防控疫情摄影作品网络展选登
——

疫情时刻 陈砚

保障供应 金立冬

认真排查 程雯娜

冒雪坚守 胡良田

“宅”家抗疫 赵阳

(上接第 14 版)
邵凡拿出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法
宝”，积极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
创新的作用，向辖区单位“吹哨”求援。 佳
诺地产来了、住房保障中心来了、保洁队上
手了……齐刷刷 12 名党 员 前 来 社 区 报
到， 一下子解决了燃眉之急。 支部是临时
的,作用可不能临时，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和平区新兴南里社区临时党支部始终是引
领社区抗疫的“定盘星”，党员队伍始终是
攻坚克难的“压舱石”，积极发挥了基层党
组织的组织力、引领力、凝聚力，千方百计
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构筑起一道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的铜墙铁壁，坚决筑牢疫情
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担责任
让旗帜飘起来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临
时党支部不能摆样子，必须扛起责任。
一是攥成拳头。 为了让新兴南里社区
50 多名市、区、街道三级下沉干部迅速进入
“阵地”， 临时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了党员
流动大会，边动员边培训边投入战斗，沟通
任命 4 名市、区干部骨干为支委，按照点位
设置党小组， 建立支部支委群、 防疫工作
群，戴上党徽，亮明身份。 支部书记在微信
群与下沉干部谈心，提出“高、清、严、好”四
字战令。
二是明确任务。做到“三定”“三熟悉”，
即每名党员干部定岗、定人、定责，熟悉社
区基本情况、熟悉值守点位特点、熟悉联防
联控工作流程。每个点位、每个班次的老党
员，向党小组长汇报值守情况，党小组长每
天向支部汇报动态， 每名干部认真填写好
纪实手册。
三是贯通学习。广泛开展工委“入列排
头兵，危难当先锋”主题实践活动。 及时汇
总中央和市委、区委精神“要点快递”，以微
信方式和“党员知情”平台推荐学习，以“大
事记” 方式汇总交流动态。 支部成员坚持
巡查，每日研究，针对问题提出办法，及时
化解矛盾。引领党员在“大考”中检验初心，
交出合格答卷， 始终让临时支部成为疫情
防控的“压舱石”。

净化环境 屠建民

快递小哥 韩福顺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树典型
让标杆立起来
“跟我上”是无声的命令，坚持以榜样
的力量催人奋进，注重发现身边“微光”，总
结弘扬先进典型事迹。 新兴南里是和平区
区级机关工委的包联社区， 区级机关工委
负责同志带领机关干部，牢固树立“包联就
是保证”的观念，大年初一接到战令，第一
时间赶到社区，先给社区吃了
“
定心丸”。 一
下午爬了 5000 多级台阶， 发了 500 多张
宣传单。 市级下沉干部蒋晓东，当兵 26 年，
本色不退，先后在新中东里、同发里、36 号
高层值守，始终勇挑最重的担子，成为社区
最可爱的
“
守门人”。 市水务局干部车迎春，
是个年轻小伙儿， 拍着胸脯要去最难的点
位值守，因为是机关业务骨干，在被抽调回
原单位后，他又主动提出夜间来站岗。 老党
员刘凯，3 月初退休，坚持“疫情不退我不
退”，克服腿疾，连续在社区坚守 50 天。 区
老干部局干部杜占成刚刚做完开胸大手术
才几个月，他拒绝照顾，不挑点位、不挑时
段，总是提前到岗。 区级机关工委下沉干部
王昳，到社区每天来回路途近 2 个小时，风
雪无阻从未间断， 她说：“我是机关党务干
部，守前沿我光荣，站前排我自豪……”
一个个平凡故事闪烁的光芒汇聚成火
炬，引领了前进的方向，给党员以动力，给群
众以希望， 临时党支部先后总结了 15 名党
员干部先进事迹，成为社区抗疫的
“
航标灯”。

筑阵地
让党课活起来
如果说社区是防疫的堡垒和一线，那么
每个点位就是战
“
疫”决胜的关口。
一是建阵地。随着值守岗亭的配置，临时
支部把岗亭作为阵地建设， 评选“
党员先锋
岗”并张贴标牌，插上鲜红的党旗，设置防疫
科普专栏，贴上防疫动态信息，发放区级机关
工委编发的文明公约，让小喇叭响起来，真正

把岗亭打造成了红色堡垒。 社区居民王建军是
一位有着 40 年党龄的退伍老兵，他说：
“
看到了
岗亭，就好像有了主心骨。 ”像他一样，很多老党
员、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老医生也站了出来。
二是强信心。 要求每名值守党员及时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和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解读好宣
传到位，积极宣传中央和市委、区委各项决策
部署要求和最新防疫动态， 对进出群众做好
服务，有问必答，答则有据，增强群众战胜疫
情的信心和力量。
三是凝聚人。发挥党团结群众的优势，充
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凝聚力量共克时艰。区级
机关工委干部马莹是机关党建“小教授”，她
把疫情知识和各级要求，编成了三字经，简明
扼要， 通俗易懂， 大家都亲切地称她“马老
师”。 保洁队员郝清俊在津从事保洁工作 38
年，他扫过和平区的每一条道路，疫情防控期
间他更是一天没有休息， 有一天他来到新兴
南里社区的值守岗亭， 对正在值守的区级机
关工委干部说：“我想入党， 为疫情防控作出
更多贡献。 ”在区级机关工委的指导下，在飘
扬的党旗下，他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
成为了新兴南里社区的全天候志愿者。

真服务
让民心暖起来
社区防控是提高能力的“磨刀石”，真心
服务是践行宗旨的“试金石”。 临时支部坚持
封小区不封服务，封楼门不封温暖。外地返津
人员刘先生因居家隔离观察，思想压力较大，
下沉干部范鹏苦口婆心，磨破了嘴皮子，为他
做好心理疏导。各点位党小组，坚持用一颗真
心将生活必需品送上门， 同时解决居民生活
中的各种问题。
“
大娘，我是小黄，电卡充好了，口罩、酒精
放这了，药店还没开门，这瓶胃肠安是我从家
拿的，您先用。 ”和平区编办干部黄蕊时常敲响
居民王大娘家的门，为她提供各种生活服务。
像这样的事情在不胜枚举， 面对千家万
户、千头万绪、千难万难，奉献是最好的礼物，
用心是最好的答案。 下沉干部既当守门员也

当战斗员还当网格员，为解决好群众突发性紧
迫性临时性困难，做好兜底保障，新兴南里社
区临时党支部分成了 10 个小组， 逐户排查出
1421 名特殊群体、重点人群，实行定点、定时、
定人服务，用责任心堵住 80 多个隐患漏洞，用
硬核办法把防控的网底兜住。 积极发动点位党
员为社区困难群体捐款捐物，区级机关工委积
极协调为保洁队捐电视机和学习书籍，为一线
人员捐赠胡萝卜 2000 斤。
老百姓的心暖了，有的从家里拿来口罩、消
毒液、暖宝宝、一次性手套等防疫物品送给值守
干部，有的端来了热茶、咖啡，有的送来了水果，
一位餐馆经理坚持每天给点位送开水……汩
汩暖流汇聚成河，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汇聚了强大合力。

找短板
让作风硬起来
“机关党员每人要结合分管工作， 写一篇
调研报告，每周提一条意见建议。 ”新兴南里社
区临时党支部在微信群里对下沉干部发出了
倡议。
疫情防控为各级机关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
触群众，反思工作作风，查找自身领域治理短板
的机会。 临时党支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
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重要指
示精神，立足群众需求，搞好调查研究，了解群众
的愿望和期待，深刻反思各项制度的科学性，力
争每位党员干部都能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
机制创新提出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的建设性
意见建议。
广大干部端正调查研究态度， 向街道学
习、向社区学习、向群众学习，真正对社区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 切实尊重考虑社区工作特点，
掌握社区工作本领， 防止情况不明决心大，心
里无数点子多。 防止通知一发了之、传达一说
了之、规定一印了之、问题一推了之，切实把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
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使机关指导水
平和党员干部能力，在战“疫”中不断向更高的
水平前进，使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真正成为
引领社会治理和凝聚群众的一杆迎风飘扬的
旗帜。
通讯员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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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 这段时间你们是不是常听到大人们说起新型
冠状病毒呢？
它非常凶恶，很多人都因为它发烧、咳嗽、浑身没劲儿。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什么， 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不被它伤
害吧！
1.做坏事的家伙是谁
放寒假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 可今年的寒假有点不
一样，一个坏家伙偷偷地让人们生病。 这个坏家伙就是冠状病
毒家族中的一员。
冠状病毒这一家人可没少干坏事。 十多年前，这家人中的
一个坏家伙 SARS（读作萨斯）病毒就跑出来害人。 当然了，最
后我们把它赶跑了。
这次做坏事的是这个家族的一个新成员， 所以我们叫它
新型冠状病毒。 趁人们还不了解它，它到处乱跑，让很多人都
生病了。 它真的太可恶了。
2.要想不被它伤害，我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也摸不到。 它能够通
过飞沫传播，也可以通过接触传播。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叔叔生病了，他打了一个喷嚏，很多
坏家伙就会飞出来，周围的人如果没有防护，就有可能生病。
如果叔叔的手上沾了病毒，我们握过他的手，没有洗手就
抓东西吃或揉眼睛，我们也可能生病。
为了不生病，我们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以下是保护我们自
己的措施，小朋友们要记住哦。
（1）少出门。
我们要尽量少出门，少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封闭的
地方，比如电影院、大商场。
（2）戴口罩。
如果出去，我们一定要戴口罩，把鼻子、嘴巴都遮住，压紧
口罩上方的金属条，不让病毒进入我们的身体。（温馨提示：家
长朋友为孩子购买口罩时，应选购标有“儿童或青少年适用”
字样的防护口罩）
（3）勤通风。
每天打开窗户，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4）多洗手。
以前我们吃东西时，爸爸妈妈没少问我们：“洗手了吗？ ”
现在我们更要注意多洗手。
3.寒假延长了，我们在家做什么
要注意休息，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不能天天躺在
床上。
要注意营养， 但也不能每天不停地吃。 要不然开学的时
候，别的同学肯定会问：“你怎么这么胖了？ ”
我们还要加强锻炼，只有身体棒棒的，我们才不容易
生病。
我们每天可以看书、练字、画画、听音乐、唱歌、下棋、看电
视，还可以复习上学期的知识，预习一下新学期的内容，能做
的事可多了。
4.开学后，我们应该怎么做
今年开学会晚一些， 我们肯定都有些等不及要见学校的
老师和同学们了。
开学后，我们也要注意卫生。 我们要把教室打扫干净，开
窗通风，学校会为教室、桌椅消毒的，不让病毒侵害我们。
平时养成带些纸巾的习惯。 我们打喷嚏时，尽量用纸巾掩
住口鼻。 如果没有纸巾， 我们也可以用胳膊肘的衣服挡住鼻
子、嘴巴，因为我们都不想让病毒伤害到同学们。
别忘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时也要勤洗手，每一步都要做
到，不要偷懒哟。
另外，我们也可以给爸爸妈妈提些小要求。 我们可以告诉
爸爸妈妈， 让他们为我们准备有营养的食物。 我们也不要挑
食，多吃蔬菜水果，还要少吃零食哟。 如果担心这个坏家伙伤
害我们，我们可以让爸爸妈妈给我们讲一些有关的知识。
5.如果我们生病了，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觉得身体不舒服，不要太害怕。 我们先要看看不
舒服是不是这个坏家伙引起的。
它会让人们发烧，干咳（喝水呛着了可不算），浑身没劲
儿。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我们就不用太担心。如果有这些症状，
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带我们去医院，医生叔叔和护士
姐姐会帮我们检查是不是这个坏家伙让我们生病的。 如果是，
一定会消灭病毒， 让我们尽快恢复健康。 小朋友们不用太担
心，我们有很多方法对抗这样的病毒。 科学家们正在紧急地研
制对抗这种病毒的药物，然后保护我们，保护大家
6.温馨小提醒
亲爱的小朋友们，开学后，我们一定要注意卫生，特别要
提醒有的“小迷糊”：打喷嚏时要注意用纸巾捂住鼻子、嘴巴，
一定要把小手洗干净。 我们要随时关注身体状况，感到不舒
（完）
服，一定要赶紧告诉老师哟。

以爱心传递温暖
(上接第 13 版)要畅通与老人家属的沟通联系渠道，让老人家
属放心， 并不断在满足老人身体和心理健康需求等方面升级
加力，持续提升服务水平。
陈春江到新兴街道办事处， 详细了解疫情防控期间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困难残疾人、困境儿童、留守儿
童、留守老年人、孤寡老人等生活保障以及受疫情影响导致基
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家庭的救助保障等情况， 仔细询问并研究
解决兜底保障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陈春江强调，要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的高度，按照逐户逐人不漏、解决兜底保障的
工作要求，坚持细之又细、严之又严，扎扎实实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要利用电话、 微信和上门探访
等多种形式，持续加大困难群众走访力度，及时了解掌握特殊
群体生活状况，第一时间帮助解决各类生活困难。要重点关注
好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经营、就业，收入下降导致基本
生活出现困难的家庭，积极开展外来流动人口解困帮扶，及时
予以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确保应救尽救、应保尽保、应帮尽
帮。要抓实抓细抓严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
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保障
好民政服务对象的生活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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