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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手聚力 在抗疫一线履职担当
——
—区政协委员在抗击疫情中尽显责任担当
■记者王谦华
抗击疫情有政协声音，服务大局见
委员身影，履职尽责显委员情怀。 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区政协委
员积极投身到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在火线抗疫、在一线防控、在后方支
援……以实际行动凝聚起政协战“疫”
力量，展现当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区政协闻令
而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发出倡
议、下沉督导、组织捐赠等多种形式，发
动全体政协委员踊跃投身战“疫”，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全体政协委员积极响应， 有的挺身而
出，有的默默奉献，有的积极呼吁。“疫
情面前，只有参与者，没有旁观者，我们
是命运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理应
积极参与！ ”这是全体政协委员共同的
心声。
防控一线践行初心使命
疫情就是集结号，岗位就是主战场。
在抗击疫情前沿， 各界别委员充分展现
责任担当，合力筑起维护群众健康安全、
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固堤坝。
医药卫生界委员在突如其来的疫
情面前，迅即投入防控工作，担任区疾
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的孙红梅委员，
关键时刻冲在一线， 全力做好流调排
查、病原检测、疫情监测等工作；在区
防控指挥部工作的孟宪民委员，积极参

加方案制定、统筹协调等工作，经常忙到
深夜；曾经的城关医院院长、现任子牙镇
三呼庄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马云
刚利用掌握的医疗卫生知识加大疫情防
控宣传， 并结合本村实际不断创新防控
措施。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界委员主动为疫
情防控做好保障， 陈红梅委员从大年初一
开始， 带领工作人员对养老机构开展登记
排查管控工作； 张建伟委员为在防疫中涌
现的“爱心企业”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孙建
梅委员组织百业配送中心职工加班加点，
全力保障超市粮油和副食品供应。
农业界委员赵振文、张作民每天坚持在
村卡口值班， 张作民自己坚守值班的同时，
还鼓励支持妻子援助瑞安森防护服生产；郝
建委员积极购买蔬菜种子，组织人员种植油
麦菜、生菜、小白菜、菠菜等叶菜，全力保障
百姓的
“
菜篮子”。
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委员姚新、 祁丹
为《静海感动》作词、作曲，MV 在学习强
国平台播放； 李峰委员积极组织广大书法
家用爱研墨，以心为纸，创作以抗击疫情为
主题的书法作品，凝聚起众志成城、全力以
赴、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企业界委员胡克清、 张春龙积极落实
相关要求，抓好复工复产；陈金城委员在抓
好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 积极为医疗防护
生产企业瑞安森提供包装上游产品。
共克时艰彰显责任担当
“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岂曰无衣？ 与

区税务局驻村帮扶组
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 （记者张鹏 通讯员夏学
敏）在春耕生产之际，静海区税务局
驻翟家圈村帮扶组积极为该村农户
赠送化肥、农药等农资，帮助他们解
决春耕生产肥料短缺的难题。
区税务局始终把扶贫工作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坚持精准扶贫、
科学扶贫。 春耕生产之际，该局驻翟
家圈村帮扶组工作人员积极与农户
沟通， 了解他们在春耕生产中遇到
的困难。 在了解到村民受疫情影
响，购买化肥、农药困难时，帮扶组
及时伸出援手，购买了 10 吨化肥和
农药免费送给村民。 同时，对村内农
田灌溉设施进行了维修， 解决了农
田灌溉问题， 确保了春耕生产有序
进行。

子牙镇植树
造林绿化家园
本报讯 （记者刘瑞 通讯员李
书梅）连日来，子牙镇抓住当前植树
的好时节，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积极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家园
的绿化添彩，为经济的发展助力。
该镇植树活动现场，气氛非常热
烈。 子牙镇机关干部和小邀铺村村
干部们两三人成组进行植树。 他们
有的拿着铁锹铲土、填土，有的用脚
踩实土壤，有的浇水、剪枝，配合十分
默契。 一会儿功夫，道路两侧就栽满
了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树苗。 今春以
来，该镇本着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
顾的原则，坚持防疫、植树两不误，统
筹谋划、科学布局，现已种植防护林、
片林近 400 亩， 超额完成区政府下
达的植树造林任务。 下一步，该镇将
重点做好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工
作，同时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力争实
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台头西瓜上市
本报讯 （记者刘瑞 通讯员杜振
峰 李祖健）日前，台头镇五合顺西瓜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暖棚西瓜成熟，将
陆续上市，满足广大市民的需求。
据了解，今年该合作社共种植了
两个暖棚的西瓜，其中合作社打造了
黑晶和 2k 两种高端精品。 黑晶黑皮
黄瓤，瓜瓤软绵，口感像冰淇淋。 2k
是从日本引进的品种， 花皮红瓤，甜
度高，口感好，广受顾客好评。 同时，
合作社一改传统种植模式，采用“吊
蔓”模式种植，既保证西瓜的口感和
品质， 又增大了西瓜的种植密度、增
加了产量。 目前，合作社西瓜一亩地
产量在 2500 公斤左右，比往年增加
了 500 公斤左右。

子同泽。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 ”《国风·秦
风·无衣》唱出了战友间团结互助、同仇敌
忾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 而今， 面对疫
情，全区政协委员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用
爱心奏响了一首阻击疫情的
“大合唱”。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政协委员主动担
当社会责任， 委员和委员企业踊跃捐款捐
物，用真情义举驰援防疫一线。经济界委员
发挥带头作用，胡克清委员捐助 19 万元、
周文军委员捐助 11 万元、 张茂强委员捐
助 6.4 万元、王峰委员捐助 1 万元和口罩。
民族宗教界委员积极发挥爱国爱教优良传
统， 释普济委员组织信众向本市佛教慈善
功德基金会捐献 28 万元、 释照正委员捐
献 19.3 万元；林贵泼委员组织道教信众捐
献 2.7 万元。 其他委员也尽力而为捐助款
物彰显委员爱心。
一笔笔捐款、一批批物资，凝聚着政协
委员的爱心。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全区
政协委员已累计捐款 100 余万元，捐助口
罩、消毒液、食品、军大衣等，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委员的爱心、责任和担当。
双向发力履行委员责任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全区政
协委员深入联系界别群众， 科学解读疫情
防控知识，及时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协助当
地党委、政府做好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理
顺情绪、增进共识的工作，把中央关于疫情
防控的决策部署和市委、 区委工作要求化
为群众的安心暖流和必胜信心， 把群众所
思所盼所愿第一时间传递到党委、政府，汇

聚起万众一心抗疫情的正能量。
根据疫情防控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区政协党组及时调整年度重点协商计划，
将进一步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水平作为重点协商内容，动员政协委员围
绕当前疫情防控中心工作，认真履行职能，
积极建言献策。
广大政协委员积极响应，紧紧围绕全
区疫情防控的难点重点问题发挥专业优
势，提出针对性对策、意见建议。 大家既关
注如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前瞻性地
关注疫情对经济、 社会带来的后续影响。
宫克柏委员、李文奎委员、刘成慧委员针对
疫情防控期间统筹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提
出《简化审批手续，加快复工进度》《加大帮
扶力度，帮助企业尽快复工》等建议；朱洪
和委员、马富英委员、王春林委员针对企业
复工后持续做好疫情防控提出《分类登记
造册，做好外来务工人员排查》等建议。 截
至目前，共收到委员有关疫情防控的社情
民意 40 多条、意见建议 30 多条，反馈到
相关部门后得到推动落实。
党委有号召，政协有行动；委员有担
当，政协有力量。 政协委员是荣誉，也是责
任，在疫情面前，他们各尽其责、各施其能、
各展其华，体现了责任和担当，践行了初心
和使命， 倾心倾力谱写着动人的政协战
“疫”诗篇。

委员风采

大棚里的“红马甲”
——
—国网天津静海公司助力农业生产速写
■记者王谦华 通讯员郝帅
“这个季节天儿这么干，风这么大，稍
不注意，一个烟头儿就能引起大火。现在处
于‘
疙瘩果’的生长采摘期，万一有点闪失，
我这番心血可就白费了。 你们这波检查真
是太到位了，及时帮我消除了安全隐患，一
定程度上为‘
疙瘩果’的正常生长提供了保
障。 ”3 月 25 日，在一个 500 平方米的“疙
瘩果”种植大棚里，静海区津美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总经理张凤山激动地说。
据张凤山介绍，“疙瘩果”是津美合作
社近年来引进的西红柿新品种， 每年 11
月开始种植， 转年 3 月至 6 月是它的五
轮生长采摘期。 生长采摘期期间，“疙瘩
果”对土壤、环境的要求极高。 为了保证
“疙 瘩 果 ” 的 口 感 ， 种 植 户 不 再 对“疙 瘩
果”进行浇水，同时需要用抽水机提前把
将要浸入土壤的地下水抽出来， 保障土
壤的干燥性。 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张凤
山终于找到了“疙瘩果” 的最佳种植方
案。 以前在大风天气里，曾有农户的大棚
失火， 这让原本打算大干一番的他暗暗
担忧。
这时，国家电网天津电力心连心（静海
十队） 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津美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 针对春季气候干燥大风天气
等自然特点、清明祭祀易发生火灾等情况，
主动上门服务，对近 700 个果蔬大棚内的
抽水、照明、恒温等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同
时指出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协助种植户
尽可能地消除隐患。
“
除了
‘疙瘩果’大棚，其他果蔬大棚内
相对温度高、湿度大，电气设备我们也检查

春节休假回到老家武汉，难得和家人过
一次团圆年，疫情突如其来。上级一声
“
滞留
湖北消防员迅速集结”吹响了集结号。
“我是天津消防员，我请战！”滞留在湖
北的 19 名天津消防战士纷纷请战。 他们
吼出铮铮誓言，战斗在家乡保卫战最前线。
陈恒，中共党员、静海区消防救援支队
北华路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消防员， 现为
全国消防救援队伍滞留武汉突击队二分队
队员，驻守华夏理工学院康复驿站。
“明白，我完全符合条件，坚决请战，坚
决服从组织安排，坚决完成任务！ ”3 月 3
日，总队向陈恒传达部、局关于滞留湖北指
战员集结武汉的通知要求， 他毫不犹豫地
服从命令。
次日，收到武汉支队集结通知，陈恒热
血沸腾，简单收拾行囊和家人道别后，赶赴
武汉硚口区大队集结。

本报讯（记者 靳巍巍）连日来，区教育局和区卫健委组成 8 个联合督
查组，对全区第一批准备复课开学的学校进行核验检查，确保各学校复
课开学条件达标、疫情防控工作落细落实。
督查人员按照 《天津市中小学 2020 年春季学期复课开学条件核验
细则》40 条内容、104 个核验要点，通过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随机访谈、
现场询问、现场演示等方式，全面了解学校疫情防控和复课开学准备工
作，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整改意见，并按照《细则》对学校复课开学疫
情防控工作各项情况作出核验结果。 督查组本着对师生健康安全高度负
责的态度，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认真核验每一所学校、每一
个项目，全力消除风险隐患，压实工作责任，做到预案、措施、监测、物资
到位。 同时，为扎实做好疫情期间全区各学校的复课开学准备工作，区教
育局联合区卫健委举办全区中小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复课开学工
作培训会，就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复课开学标准、防控工作要点、卫生清洁
消毒指引、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要点、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校日常
操作规范等进行讲解，确保全区复课开学工作稳妥有序、平安顺利。

台头镇开展
复课前疫情防控演练
本报讯 （记者徐爱丽）台头镇进一步落实关于做好开学复课相关
工作的指示精神，组织镇内两所中学开展开学复课前疫情防控演练。
据了解，台头镇从 3 月中旬就开始组织全镇中小学教师，特别是两
所初中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员、应急突击队成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并先后
组织了三次全流程复课开学演练，让每一位教师明确职责，有效应对各
种突发事件。 演练过程中，围绕师生在校的日常生活，模拟学生从入校测
温、课间体温监测、课间活动、异常情况处理、通风消毒等十几个场景，各
小组按照既定预案迅速行动、 配合密切， 准确高效地完成了疫情防控应
急演练各项任务，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学校的应急处置措施，有效保证
了一旦发生疫情防控突发事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置，为各学校开学
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提供了坚实保障。

中旺镇开展全域清洁化攻坚
本报讯 （记者张宸齐 通讯员陈忠营 张婉琪）中旺镇按照区委、区
政府全域清洁化要求，在 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期间开展全域清洁化阶
段性攻坚活动，从村民签订《村民承诺书》到镇领导全面监管各村全域清
洁化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大家团结一心，撸起袖子加油干，确保疫情防控
期间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工作不松劲儿。
为扎实开展全域清洁化攻坚活动， 该镇制定了全域清洁化 30 日攻
坚阶段相关的规范制度并做好制度保障，实行“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
定任务”，建立了层层递进的网格化管理制度。 集中清理道路沿线、河道
及两侧堤岸的杂草杂物，保证水体干净；集中清理公共区域杂物、废弃物
等乱堆乱放，要求区域内无杂物堆积，干净整洁；加大垃圾及时收集和清
运力度，确保生活垃圾及时收集清运、日产日清。 同时，大力做好宣传工
作，营造良好的氛围，签订《村民承诺书》，悬挂张贴宣传标语、明白纸、告
知书等宣传材料， 营造人人
参与的良好氛围。 做好巡查
推进全域清洁化
工作，确保整改效果，建立问
题点位整改台账， 按照问题
建设美丽新农村
点位台账逐一进行整改。

区卫计监督所
为群众健康护航
本报讯 （记者张鹏 寇正）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区卫
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工作人员每天奋战在全区的医疗机构和公共场所，依
法监督、科学防控，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
执法为民、守护健康”的使命担当。
工作中，该所工作人员深入酒店、超市等公共场所，督促相关人员落
实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对公共用品用具及时清洗、消毒，定期开展公共
区域消杀工作，并做好相关记录。 据了解，自 1 月 26 日开始，先后对全区
118 家医疗机构进行多轮督导检查， 并对辖区内各类公共场所开展了监
督检查。 在做好监督检查的同时，积极制作卫生防护指南等宣传品，并通
过微信公众号向群众普及防疫知识。

了一遍，把线路接头点做了绝缘处理，可
以放心使用。 不过有一点还得提醒您和
种植户，千万不要用湿手、湿毛巾接触刀
闸、电线以及电器开关，防止人身触电事
故的发生。”静海十队队员边伟伟对张凤
山说。
“有你们‘红马甲’的服务保障，我
也能放心地大干一番了。 我们重新规划

了近 200 个暖棚，种植短平快的叶菜类，从
而进一步丰富市民的‘菜篮子’，全力保障
防疫期间农产品供应。 ”有了电力志愿者的
帮助， 张凤山对合作社下一步的发展充满
信心。
上图为国家电网天津电力心连心（静海
十队）共产党员服务队在津美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果蔬大棚内进行安全检查。 郝帅 摄

津门消防员奋战武汉抗疫一线
■通讯员李青山

联合督查复课开学准备工作

拿着 《关于新冠肺炎期间执行消防
勤务任务的证明》，社区工作者知道情况
后，纷纷为他竖起大拇指，测温、登记、放
行。 集结路上，他的心情从激动、恍惚和
忐忑逐渐归于平静。 他默默告诉自己：
“
这就是一场救援任务，决战决胜！ ”
作为党员，分到突击二分队的驾驶
员陈恒，更是一名战斗员，负责华夏理
工学院康复驿站医护人员的接送和送
餐，任务繁重，也有危险。 每次出完车，
他都里里外外把每个角落消毒 到 位 ，
每天对车辆进行检查和保养， 驾驶车
辆平稳谨慎。“医护人员为了我们武汉
这么拼命， 我必须为他们的安全保障
尽一份力。 ”
随叫随到， 安全出行是陈恒的工作
准则，修理门锁、帮忙送药、购买生活用
品等细琐小事，他也义不容辞。
“已经 3 次了，凌晨两点多电话响
起，有疑似患者需要迅速就医，我们这边

要派车一同前往。 现在睡觉不敢脱衣服，睡
眠也特别轻， 电话铃一响， 就知道任务来
了。 ”工作到深夜是家常便饭，凌晨的突发任
务陈恒也习以为常。
为保证医护人员正常上下班，陈恒每天
延后 1 个小时吃三餐，迅速吃完立即投入工
作；平均每天累计驾驶 8 个小时，有时饭没
吃完，任务就来了；送夜班医护人员路上，总
会给他们讲笑话，逗乐子。
3 月 16 日， 陈恒从发小那里得知舅公
去世的消息。 舅公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看
着他长大，感情非常深厚，家里人知道他在
执行任务，就瞒着没告诉他。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战斗经历。 我
们天津消防是一支有着英雄历史的队伍，我
代表着全体天津消防员的形象和意志。 疫情
不除，我不退！ 坚决和疫情战斗到底！ ”
在湖北疫区像陈恒一样请战集结的天
津消防员共有 19 名， 他们是津门消防英雄
精神的集中体现。

独流镇为生活困难群众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本报讯 （记者张聪 通讯员张宝军）越是特殊时期，越要把困难群
众放在心上。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独流镇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兜紧兜牢困难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线、基本生活保障防线。
“王大伯，消毒液刺激皮肤，用的时候可千万别弄身上了，还有，这是
给您老带来的口罩……” 在独流镇团结街 57 岁的低保户王俊岐家中，该
镇民政办的工作人员，一边为他讲解防疫期间的注意事项，一边了解他
的基本生活情况。 为保障困难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身体健康，独流镇
民政办工作人员和 28 个村街民政专员详细排查了全镇 665 户困难户有
无接触外来人员情况。 每到一户，他们都耐心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同时，
按照困难户比例，进行相应防疫物资的分配。 目前，第一批协调购买的
1500 多个口罩、400 多瓶消毒液已发放完毕。

陈官屯镇村干部
勇救落水老夫妇
本报讯 （记者肖越 通讯员刘刚 ）日前，陈官屯镇南长屯村两位老
人意外落水。 危急时刻，56 岁的南长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世森
毫不犹豫下水救人，用实际行动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彰显了共产党员
的初心本色。
“真是太感谢您了，多亏您救了我父母。 ”在陈官屯镇南长屯村党群
服务中心，北长屯村村民刘同贤和家人特意赶来，将一面印有“救人危难
品德高尚”的锦旗送给赵世森，感谢他奋不顾身救助自己的父母。
前不久，78 岁的陈官镇北长屯村村民刘本荣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老
伴儿到镇上买东西。 经过南长屯村一处路口时，车子突然失控，老两口儿
一同落入路旁水沟。 路过的村民发现情况后，立即拨通赵世森的电话。 正
在村里巡防的赵世森马上赶到事发现场。 落水的水沟呈漏斗形，看着浅，
实际水相当深。 当时两位老人的身上压着三轮车，情况十分危险。 赵世森
见状立即跳下去先将老太太救上来。 老大爷的胳膊骨折动不了，他又下
沟把老大爷救了上来。 事后，面对群众的赞誉，赵世森反复说自己只是做
了一名党员应该做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