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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生活服务

疫情不退 战“疫”不止

疫情下的随想

——
—记河西务医院副院长李振宝
■ 程仲令
“李院长，现在疫情形势一天比一
天好转。 您也忙了这么多天了，该好好
休息一下了！ ”“现在还不能盲目乐观
呀！ 疫情一天不退，就不能有丝毫松懈，
还得再加把劲把防控工作做好！ ”
自 1 月 23 日开始，河西务医院副
院长李振宝已经两个多月没离开过工
作岗位，同事们值班是 24 小时两班倒，
而他主动要求全天候值班，一直坚守在
战“疫”一线。
从预检分诊、 疫情报告、 物资保
障，到返津人员寻访、防疫知识宣传，
从督导检查到镇隔离安置点建设……
哪里有新任务新情况， 李振宝就会出
现在哪里，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堵
塞漏洞。
刚开始使用电子测温枪时，显示出
的温度普遍不准确。 李振宝找来产品说
明书，一遍一遍研究，终于发现测温枪

王 淑

闹罢工的“病灶”在哪里，在买来暖手宝
加温后，问题迎刃而解。
“我们就是要与时间赛跑，工作早
落实一秒，群众的健康安全就多一份保
障！ ”每天忙到凌晨，是李振宝在战
“疫”
期间工作的常态。
在隔离安置点建设过程中，李振宝
从早晨开始盯在现场， 把房间设置规
范、人员活动范围设定、工作流程制定，
以及密接人员的生活起居、用药、政策
解读和情绪安抚等所有工作一一落实
到位， 等回到医院已经凌晨 2 点多了。
顾不上休息， 他又把一天来下发的文
件、指令认真研读，把待办的工作事项
记在工作手册上、列出对策，准备在第
二天的工作例会上抓紧研究落实……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严防严控需要的是质量、技术要
过硬，措施要精准！ ”每天下午，李振宝
无论多忙，都不忘见缝插针亲自给医院
职工做新冠肺炎治疗、 医护人员防护、

预检分诊流程等防疫知识的培训演练，
并严格进行考核。 同时，不管是刮风下
雪，还是白天黑夜，他都是一天数次到
卡口、 预检分诊现场进行现场检查指
导。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群众对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总是嫌麻
烦，对测温、流行病学调查等防控工作
有所抵触。 经过了多次实地观察后，他
总结了一套询问方法，有效减少了被调
查对象的抵触心理， 并在各个卡口、预
检分诊处推广使用， 取得了良好效果，
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疫情隔离了距离，造成了慢病患
者看病不便，我们要千方百计解决这个
问题！ ”李振宝一方面组织动员医生在
抓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用微信采取“无
接触”方式，给慢病患者诊病开药；另一
方面，他又安排了 3 名资历高、经验丰
富的医生为病人服务。 为防止病人看病
扎堆、发生交叉感染，他带领班子成员
研究对策， 设置了就诊患者信息筛查、

当好村民主心骨和贴心人
—记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
——
“一肩挑”干部薄秋锋
■ 郭晓春
“张大娘，我给您送口罩来了，出门
一定要记得戴， 咱们老年人抵抗力弱，
千万要注意！ ”疫情防控以来，河北屯镇

图为薄秋锋（左）给村民送口罩

7.问：从过年到现在单位都处于停
工状态，我的工资怎么计算？
延迟复工期间， 自 2 月 3 日开始
计算，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非自
然月、周），企业应当按劳动合同约定
的标准支付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
周期企业安排工作， 经与职工协商一
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调整其工资标
准，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企
业未安排工作的， 可双方协商发放生
活费。
8.问：我们 2 月 3 号复工了，工资
怎么计算？
保障城乡运行必须、 疫情防控必
须、群众生活必须和涉及重要国计民生
的相关企业 2 月 3 日复工安排工作，职
工属于提供正常劳动，企业应当按照双
方约定支付工资。
9.问：延迟复工工资未发放怎么办？

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曹子里镇对各村开展环境卫
生整治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发现问题
和隐患及时处理，立整立改，提高各
村街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视，营
造镇域干净整洁的生产生活环境。
胡冬梅 李晓旭 摄

李大人庄村“一肩挑”干部薄秋锋第一
时间将自费买来的口罩送到村民张桂
兰老人手里，并反复叮嘱老人注意口罩
的正确戴法。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口罩需求量增
大，不少村民很难自行买到，家里仅有
的几只也不得不长时间反复使用，存在
较大卫生安全隐患。 得知情况后，薄秋
锋心急如焚， 他跑遍周边所有药店、紧
盯手机线上抢购，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村
民口罩紧缺问题。 万般不易！ 薄秋锋自
掏腰包 1 万多元，千方百计托朋友买到
了口罩， 并第一时间免费分发到户，有
效缓解了村民和卡口执勤人员口罩紧
缺问题。 此外，他还自费 3 万多元为村
级防控工作购置口罩、消毒液、酒精等
防控物资，为李大人庄村疫情防控工作
打造稳固“
大后方”。

今年 44 岁的薄秋锋是一位担任
10 年村主任、8 年村支书的“老干部”，
2018 年被村民选为“一肩挑”干部。“薄
书记做事稳妥、干活儿细心，我们很信
任他。 ”村民陈淑军介绍说。
疫情防控以来，薄秋锋迅速组织村
“两委”干部、村民代表和志愿者挨家挨
户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并通过发放“明
白纸”、大喇叭广播、悬挂条幅等方式做
好防疫宣传工作，让疫情防控政策从纸
面上走进了村民的心里头，确保得到了
村民真心实意的理解和支持。
为了摸清本村在外省市探亲人员
的底数，做到精准防控，薄秋锋组织村
级网格员逐户进行登记， 仅用一天时
间就统计排查了全村 479 户 1560 人
的详细情况， 发现有 30 余户家庭存
在人员在外滞留情况。 在他不厌其烦

疫情防控期间
劳动保障政策问答 （三）
企业因延迟复工或金融机构暂停
对公业务等原因，无法按时支付职工工
资，不属于无故拖欠工资行为，但应及
时告知职工。
对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生产经营
困难的，鼓励企业通过协商民主程序
与职工协商采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
休、 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对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企业经与工
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可以延期支付职
工工资。

饭后散步老少皆宜“饭后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 ”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养生
谚语。 饭后散步，看起来是小事，长期
坚持可以助消化，健脾胃，对人体健康
是很有裨益的。 散步的运动量不大，但
能起到舒筋活络、 流通气血的作用，是
老少咸宜的锻炼方式。 当饮食过饱，胃
部饱胀不舒时， 在饭后散步的同时，还
可以做腹部的保健按摩。 具体做法是，
在缓缓步行的同时，用自己的右手或者
左手手掌， 按于腹部， 以脐部为中心，
逆时针方向做打圈按摩， 用力适中，动
作轻缓， 着力均匀。 这样散步加上按
摩，很快就能消除饱胀感，起到帮助消
化的作用。
散步还需方法得当 饭后百步走
还要注意方法得当。 散步不求速度，徐

遇到此类情况， 员工可先与企业
联系确认工资发放时间， 如到双方约
定时间仍未发放， 可申请投诉或劳动
仲裁。
10.问：延迟复工期间 ， 我 在 家 办
公，工资怎么支付？
延迟复工期间，企业安排职工通过
远程通信等手段在家办公，视为正常提
供劳动，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
标准支付工资。
11.问：延迟复工，老板要我用年休

散步养生
有讲究
步缓行。散步的时间短则 10 分钟，长则
半个小时，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散步的
场所以宽阔平坦的路面， 空气清新、卫
生安静的处所为宜，雨雪天在屋内踱步
亦可。 关键的是要掌握适时、 适量、适
意、坚持的要领。 饭后不要快步疾行，匆
忙赶路是不可取的， 容易引起消化不
良，甚至胃下垂。 还要注意不要到尘土
飞扬、空气污浊的场所，或者人声嘈杂、
交通拥挤的道路上去散步，以免受到污

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企业返岗返工防护手册

用人单位防控措施 （六）

泗村店镇党群服务中心严格落实
上级安排部署，按照“战时状态、战时
机制、战时思维、战时方法”的要求，全
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为办理政务服
务事项的企业群众开辟绿色通道，实
行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各项工作井然
有序。
尹静秋 摄

·

11.卫生洁具
（1）个人用品：应个人专用，每次使
用后清水清洗晾干备用；毛巾、漱口杯
等可用开水或用 500mg/L 含氯消毒剂
浸泡半小时消毒，每周 1 至 2 次。 含氯
消毒剂浸泡后需清水冲洗干净。
（2）盥洗池、便器等：选择人流较少
时进行，可用 1000mg/L 至 2000mg/L
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擦拭消毒，作用 1
小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厕所、卫生间
使用的抹布和拖把应分室分区专用，用
以上浓度消毒液浸泡消毒 30 分钟，清
水清洗后悬挂晾干备用。
12.生活垃圾
单位内或集体宿舍设置生活垃圾
集 中 堆 放 点 ， 每 日 用 1000mg/L 至
2000mg/L 含氯消毒剂对堆放的垃圾
和垃圾桶内部进行喷洒消毒，后续按照

生活垃圾处置。
13.手卫生
单位和集体宿舍应配备充足可使
用的水龙头、肥皂或皂液、擦手纸巾等
供工作或休息人员清洁双手，可在冬天
增设温水设施以提高洗手依从性。 掌握
正确的洗手方法和洗手时机。 用流动水
加皂液按照七步洗手法要求至少揉搓
20 秒， 若无条件可配置 70%—75%的
酒精搓手液或含醇免洗手消毒剂进行
手卫生。
14.电梯间消毒：
①消毒物品准备：选择有效氯浓度
为 250mg/L 以上的含氯消毒液、1000
至 2000mg/L 复合季铵盐消毒液，或者
含 75%酒精、过氧化氢或复合季铵盐的
消毒湿巾。
②消毒过程：

图为李振宝（左一）指导值班人员
登记就诊患者信息
诊前测温、诊时防护、诊后消毒四道关
口，层层严防严控，确保慢病患者得到
及时诊治。
“我是一名党员干部，先有国后有
家，关键时刻必须要豁得出去，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李振宝将年迈的父母
托付给哥嫂、姐姐看护；把年幼的孩子
交给妻子照料。 想家的时候，他只能通
过小小的手机屏幕， 向父母送去问候，
看看孩子的笑脸……“家里都好、注意
身体、平安归来……”李振宝带着家人
的深情嘱托，转身又投入到繁忙的疫情
防控工作中。

的电话慰问和上门安抚下， 这 30 余
户家庭主动配合村委， 积极做好在外
家人的思想工作， 理解服从疫情防控
安排。
针对 3 户居家隔离观察家庭的实
际情况，薄秋锋坚持“一户一册”，既当
防疫员，又当服务员。 一方面，明确隔离
户防疫工作责任，做到真隔离；另一方
面， 对隔离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帮
助买菜、买米、买调料。 只要是隔离户提
出的合理需求，他无论多忙都会第一时
间解决，让隔离户后顾无忧，当好隔离
“家庭保姆”。
户的
“我在李大人庄村陶艺馆干工程，2
月 21 日从廊坊回到村里后， 薄书记安
排人每天给我送饭、代买东西，让我感
觉很温暖、很踏实，现在隔离结束了，我
也正式复工了！ ”一名返津人员满怀感
激地说！
我们村民不串门、不聚集、不传谣、
不信谣……为疫情防控作出很大贡献！
这个时候，作为村干部更应该细之又细
为大家做好服务，想方设法满足群众需
求，这样才能凝聚起干群齐心的强大合
力，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薄秋锋如
是说。

假抵，合法吗？
企业可以与员工协商使用带薪年
休假，但不得强制。
12.问：我是企业经营者，我们受疫
情影响经营困难，怎么缓解用人成本压
力？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
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
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
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
者少裁员。 对不裁员或裁员率低于我
市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的企业
（5.5%）， 给 予 稳 岗 返 还 ， 标 准 为 上 年
度企业和职工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劳动保障政策知识
物、噪声的污染，也避免发生危险。 夏季
的中午，烈日炎炎，不要到烈日下去散
步，以防中暑。 冬季早晚，室外寒冷，散
步时要注意保暖。
饭后不宜太剧烈 如果进食后马
上上床睡觉， 往往容易造成饮食停滞，
不易消化，轻者引起食积，胃部饱胀，嗳
气，不思饮食，长此以往，还会损伤脾胃
功能，带来各种脾胃疾病。 另一方面，饭
后也不能马上做剧烈运动。 因为在做剧
烈运动时，心肺活动增强，肌肉对血液
和营养的需要也大大增加，这样胃肠道
的血液供应就相对减少了，这不但不利
于食物的消化，还增加了患胃炎、阑尾
炎，甚至胃肠穿孔等疾病的可能性。 而
散步是一种轻微的活动，有助于食物的
下行、消化和吸收。
（区中医院）

电梯消毒前，须在电梯外侧放置提
醒牌，避免他人进入。
电梯四壁消毒：如果是选用喷洒
消毒，可以先配置好上述浓度的消毒
液，按照由上往下的顺序。 注意喷洒
过程需要带上护目镜保护眼睛。 如果
没有护目镜，可以使用其他眼部保护
装备。
电梯按钮消毒：电梯按钮不可直接
喷洒含氯消毒液，以防消毒液渗入按钮
缝隙，可以使用消毒湿巾擦拭消毒。
电梯地面消毒：最后对电梯地面消
毒液喷洒。
消毒完成后， 恢复电梯正常运行，
注意打开电梯通风风扇，无通风设备的
应加装通风设备。
③消毒频次：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
期间，建议上班前和下班后各进行一次
预防性消毒。
④注意事项：如果电梯四壁和地
面 使 用 含 氯 消 毒 剂 ， 一 定 要 等 待 30
分钟后， 用清水擦去残留的消毒液，
使用复合季铵盐消毒剂则不需要清
水处理。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
我们的生活节奏。 如果不是这场疫
情，也许现在我正在武汉逛黄鹤楼、
吃 热 干 面 …… 真 是 计 划 赶 不 上 变
化。 假期变得悠长，时间似乎慢了下
来，想的也就多了起来。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新
闻， 最近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很大
成果，除了输入病例，各省、市很多
地区新增病例都是 0，武汉很多方舱
医院已经结束使命，形势一片大好。
这几天，我常想，等到疫情过后，我
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今后
的生活呢？ 我们从这次疫情中认识
到了什么？
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以及
一些感染的康复者， 都说免疫力是
打败病毒的关键。 提高免疫力需要
长久坚持，饮食均衡、作息正常、适
当锻炼。 我们应该把这项列入今后
日常生活， 从改变以往不良生活习
惯做起。
不少人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漫
长的假期，父母、老人、孩子全部都
“宅”在家里，矛盾随之而来。 有句
流行语：“以前好久不见，特别让人
想念，如今天天相见，真是分外 嫌
弃。 ”玩笑意味里带着些许无奈，但
也有人因此了解了平时被视为“多
此一举”的关心。 身边一位年轻同
事说：“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我不会
真的明白，父母真的每时每刻都在
惦记着我。 ”是啊，那些最原始的、
最浓厚的亲情，才特别珍贵。 面对

疫情，多少人与家人、孩子分别，奔
赴在前线，坚守岗位，用生命守 护
生命，用无畏阻断病毒……他们内
心的想念 与 柔 软 被 藏 在 了 坚 毅 的
外表下。
疫情对心理素质和生活能力都
是一场考验。“宅” 在家里不能出
门， 有人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
人却吃不好、睡不香。 为啥，因为心
理素质和生活能力跟不上。 一个人
事业再成功，满腹经纶、学富五车，
但是他不懂生活，日子往往会过得
很无味。
疫情当前， 我忽然发现自己变
得感性了。 那些新闻中报道的暖心
人、暖心事常常让我潸然泪下。 我感
恩生活里出现的每一个人，快递员、
外卖员、环卫工人、社区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的存在， 我们生活才能便
捷和安心。 感恩奋战在一线，从死神
手里抢回生命的医务人员。 感恩强
大的祖国， 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放在
第一位。
现在春意盎然， 外面的树枝都
已经抽出新芽， 武汉大学的樱花也
已经盛开。 美好让人期待，我们迫不
及待想要去拥抱生机勃勃的春天。
只是， 目前正是疫情防控最吃劲的
关键时期，我们还需等待。 因为，来
日方长。

雍阳杂话

往事回忆

我与新生们的“师生情”
张 典

我们学院每年都从大二、 大三两
届学生中，竞选出“朋辈导师”以帮助
大一新生尽快适应。 去年通过层层选
拔，我成为其中的一员，为 2019 级汉
语言文学四班新生们当“向导”。
暑假后，我们提前一周回到学校，
建立新生群、电话家访、打扫卫生、制
作展板。 新生报到的那天，我们早早在
学校广场支起帐篷、 摆好桌椅、 指示
牌。 只要一有新生走过来，我们就赶紧
迎上去， 自我介绍后再带他们办理入
学手续。 新生们多是由父母们陪同前
来， 一位家长拉住我的手殷切地说：
“麻烦老师对我这孩子多加照顾……”
我很激动，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称
我为“老师”呢。 我只不过是个大三的
学生， 能否成为新生们心中合格的老
师，还真得要实践一番，我有信心更有
热忱。
为期 12 天的军训开始了。 我有
先前军训的经验， 每天随身提着一
个帆布包，里面装着点名册、防晒喷
雾、芦荟胶、创可贴、糖果等等。 心
里想着要未雨绸缪，别说，这些还真
派上了用场。 每 个 方 队设两名方队
长，有一天，我们方队的其中一名方
队长研研突然晕倒， 我快速跑过去
把她扶到阴凉处， 打开水壶让她喝
水，然后拿出巧克力放进她 的 嘴 里 ，
又搀扶她到医务室。 校医检查后说
她是低血糖。 打上点滴稍有好转时
她哭着说：“对不起， 我给咱连丢脸
了，我要立即归队！ ”我婉言安慰，
劝她身体好了再归队。 之后的几天
军训中， 我让我们方队的每位新生
每天都带一块巧克力， 并且喷上防
晒喷雾。
作为“向导”，我要为他们树立榜
样，所以，我每天和他们一起踢正步、

站军姿。 军歌比赛是军训中一项重要
内容，我精心选取了《国家》这首歌。 为
有新的创意， 我挑选了负责指挥、领
唱、手势舞表演的同学。 为增加表演效
果，我用自己的钱买了白手套。 我抓紧
一切时间为他们说歌并一句句教唱。
大合唱《国家》演出时响彻会场，我们
连获得了“优秀宣传连”和“军歌比赛
二等奖”！
正式的课程学习开始了。 我告诉
新生，要勤与老师沟通，将精力和信心
都投入到课堂中去， 随着老师的思路
探索未知世界。 我发现一个叫小亮的
同学在专业课上愁眉不展， 似乎对汉
语言文学兴趣不大。 我和他畅谈中国
文学的博大精深， 外国文学的精彩纷
呈， 并向他推荐了 《活着》《平凡的世
界》《呼兰河传》等名著。 大约过了两个
月，他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对专业课
程有了浓厚的兴趣。
各班都要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 学生们接到通知后
的第一时间就是让我出主意拿谋策。
我带领他们排练话剧小品 《我们一直
在路上》，舞蹈《渐无书》。 那挥舞国旗
大合唱的壮丽场面让我看到了青春的
强大力量， 也看到了这个班集体逐步
走向成熟的可喜进步。
到了要说再见的那一天， 而我却
怎么也说不出口。 最后也只是在班级
群里进行叮嘱， 祝福他们在四年的大
学生涯中有所收获。 转天，我收到了他
们 赠 我 的 礼 物 ——
—49 个 人 的 49 封
信、一个相册和一束鲜花。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
教师，而这 49 个学弟学妹也可谓是我
的第一批“学生”。 我珍惜这份“师生
情”，更难忘与他们相处的那些火热的
日子。

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
复课开学的通告
根据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安排， 现就武清区 2020 年春
季学期学校复课开学安排通告如下：
4 月 20 日，全区初中、普通高中
毕业年级同步复课开学，开始正常上
课。
5 月上旬或中旬，全区高等院校
（含高职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
工学校）毕业年级分专业、分批次有
序复课开学。
在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稳定的
基础上，全区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
业学校（含技工学校）、高等院校（含

高职院校）非毕业年级和小学四、五、
六年级适时复课开学，具体复课开学
时间另行安排。
疫情结束后，小学一、二、三年级
和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校外培训
机构线下教学等复课开学。
复课开学前，全区大中小学继续
按有关要求扎实开展线上教学工作。
同时，精准有效做好复课开学后疫情
防控工作，筑牢校园防疫阵地，切实
维护师生安全健康。
武清区教育局
2020 年 4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