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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医护故事 “等疫情结束我们再结婚”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李嘉

恩）今天是正月十五，本来应该是何俏云
夫妇举行婚礼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回到
岗位共同抗‘疫’，等疫情结束我们再结
婚吧！”何俏云对丈夫说。

疫情无情，人有情。面对突然发生
的肺炎疫情，医生夫妇的爱情故事，朴实
真挚，又显得尤为珍贵和动人。他们舍小
家为大家，坚守在防疫一线，勇敢与无畏，
为他们骄傲，为他们点赞！

何俏云是坡头区乾塘镇卫生院的

医生，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她现在应该在幸福而忙碌地筹备婚礼
当中。与丈夫相知相识9年，今年正月
十五本应是小两口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好日子。1月25日，何俏云接到医院要
求所有医护人员都要取消休假回到抗

“疫”一线的紧急通知，身为医护人员，
她深知此次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

“必须马上回到岗位”的声音在她脑海
里不停地回荡着。

何俏云立即和丈夫商量把原定的婚

礼延期，同为医护人员的丈夫也非常赞同
和支持她的做法，当天晚上夫妻二人就开
车从廉江赶回湛江。

“新年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经过
慎重考虑我们的婚礼延迟举办，非常抱歉
……”何俏云在赶往湛江的路上不停地发
信息、打电话给亲友们解释致歉。双方父
母一开始也不理解，认为他们小题大做，
好不容易选好的结婚日子，怎么说延期就
延期呢？为了做好双方父母的思想工作，
夫妻俩分别和父母解释，反复叮嘱父母在

家不要外出，带好口罩。最终，得到双方
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连日来，何俏云坚守在乾塘三窝车站
医疗检测处，对所有进入乾塘镇三窝的居
民进行初步的筛查和体温测量。当记者
问何俏云怕不怕时，她说：“这个时候，医
务人员当然要毫不犹豫地站在第一线，这
是医生的天职，习惯了就不怕了。”

祝福每一位奋斗一线的战“疫”者，都
能在春暖花开疫情消退之时做想做的事，
见想见的人！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李亚强 通讯
员湛公宣）“我报名，让我上前线！”……
2月6日，市公安局在局指挥中心群内发
起到坡头官渡市际治安卡点开展检疫检
查工作的号召，短短1小时，71名民警
主动报名请战到抗疫第一线。

据了解，因指挥中心要介入公安局
的全部工作，除负责接警外，还要处理各
类繁杂事务，本没有到抗疫一线的工作
安排。但在抗击疫情攻坚战的关键时
刻，市公安局党委举全局之力，第一时间
落实上级工作要求，决定从全局抽调精
干民警到一线参加检疫检查工作，指挥
中心民警主动申请出战。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守好一
道门，守护平安港城。”2月7日，指挥中
心第一批16名民警在坡头官渡市际治安
卡点对着党旗宣誓，指挥中心临时党支
部正式成立，组建“党员先锋队”，在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民警先锋模范作
用，以最实作风、最严要求、最高标准24
小时不间断开展检查防控工作。

民警请战当先锋

本报记者 邓耀瑞
通 讯 员 杨柳 胡航

连日来，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坡头区委、区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全区
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抗击疫情，其中有这
样一群人，她们放弃春节假期，离开温暖
的家庭港湾，奔赴抗击疫情的前线，用实
际行动诠释什么叫“巾帼不让须眉”。她
们是坡头区疫情防控一线上的娘子军！

披星戴月离家去 搏得大家小家安

坡头区委办李燕来，为了抗击疫情，
顾不上5岁的儿子，从年初一开始每天都
是早出晚归。儿子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一
面了，于是吵着让妈妈每天早上起来的时
候一定要叫他起来。

每到这个时刻，李燕来的眼角总有些
湿润，为不能好好陪伴儿子而自责，但内
心始终惦记着当下严峻的防疫形势，没有
大家何来小家，每天出门看着天上的星星

和月亮，实在不忍心叫醒熟睡的儿子，强
忍着内心百般不舍，蹑手蹑脚地关上家
门，悄悄离去。

在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受着
疫情危难的时刻，李燕来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自愿成为抗击疫情“尖刀连”里的一
员，义不容辞，也义无反顾。她深知，这正
是人民群众需要她的时候，只有顾好了大
家，才会有小家的平安。

废寝忘食抗疫情 只为一桌暖心饭

坡头区卫健局陈清，丈夫在家接受隔
离，而她自疫情发生以来便一头扎到防控
工作中。看似简单的病情监测，放到全区
便有着庞大的数据要处理，谁的体温升高
了，谁又咳嗽了，每天都要及时将信息整
理出来，为全区防控工作的部署和调整提
供数据支持。

为了工作，陈清常常废寝忘食。当最
近的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时，她才意识到不
知不觉已经晚上十一点了，嘴上说了很多
遍“再干半个小时就回去”，屁股却始终都
未挪离工作位置。而家人此时此刻还饿着
肚子，家里的干粮早已所剩无几，就等着她
捎粮食回去了。陈清一阵心酸，满怀着对
家人的愧疚，但转头又牵挂着手里的工作，

想着一定要尽快把疫情控制住，这样才能
安心在家为家人做上一桌暖心的饭菜。

守护脚下的土地 就是对你的呵护

坡头区委办吴芝，有个还在襁褓之中
的儿子，为了不耽误防控工作，她时常加
班至晚上九点才着急赶回家，给儿子喂完
母乳再哄睡，等儿子睡熟之后再打开台灯
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虽身为人母，吴芝却很少跟领导提及
自己的难处，始终坚守岗位，与一线的同
事们共进退，不让家里的事情拖了工作上
的后腿。纵有千般柔情，万般不舍，在大
是大非面前，吴芝放下对儿子的愧疚，摁
下为人母却不称职的自责，毅然投身到抗
击疫情的“战场”上。

吴芝很清楚，只有守护住脚下这块土
地，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健康的环境里快
乐成长，感受到贴心的呵护；只有尽快取
得抗疫的胜利，才能让千千万万如儿子一
样在襁褓中的婴儿早日走出房间，沐浴到
温暖的阳光。一切都是值得的！

夫妻双双把疫抗 家中儿女当自强

坡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庞晓红，与

丈夫两人都是党员，都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没空回老家看望年迈病痛的父亲，
也顾不上一双11岁的儿女。因为防疫
工作迫在眉睫，夫妻俩早出晚归成为常
态。家里留下两兄妹，哥哥带着妹妹自
力更生，学着炒菜，摔跤了也不让妹妹
说，想念爸妈了就在微信上留言，稚嫩的
语气里透露着不让父母担心的倔强，兄
妹俩体谅父母在外保卫大家，所以学着
去保卫自己的小家。

远在乡下的80多岁老父亲脚关节炎
复发，严重到走不了路，却时常来电，千叮
万嘱，不要回来，不用担心。凌晨2点，庞
晓红回到家中，借助微弱的廊灯翻看着儿
女的微信留言，回想着父亲的嘱咐，感动
的暖流对冲着身体的疲惫，内心的力量更
加强大了，一定要早日打赢抗击疫情这场
战役。

在孩子面前，她们是母亲；在父母面
前，她们是女儿；在人民群众面前，她们
是共产党员。面对肆意的病毒疫情，她
们毫不畏惧，挺身而出，手手相连成为挡
在人民群众前面的“堤坝”；面对艰巨的
防疫任务，她们斗志昂扬，信心满满，不
破疫情誓不还。像她们这样的巾帼党员
还有千千万万，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战奋斗着。

坡头：疫情防控一线的娘子军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2月7日，珠
海林尚熙养生茶业有限公司向广东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捐赠一批养生茶，表达对
医务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
的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守护我们的平安
健康，他们的付出和奉献让我们十分感
动，希望我们捐赠的养生茶能帮助医护
人员提高免疫力，助力一线抗战。”该公
司负责人林家胜说。

爱心养生茶
温暖医护人员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商务
宣）2月7日下午，湛江嘉力手套制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何大民向我市赠送5万只
医用一次性口罩和20万只医用检查手
套。这批医疗物资将用于医院等抗击疫
情第一线。

据悉，2月5日中午，获悉我市企业
湛江嘉力手套制品有限公司采购了一批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计划当天经省内
口岸入境后直接运回我市，市商务局（口
岸局）及时向市政府办公室通报相关信
息。市政府办公室、湛江市商务局（口岸
局）特事特办，于当天下午即为该企业出
具通行便利证明，有力保障该批防疫物
资快速通关。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周靖
典 吴智雅）“我们想买都买不到，他们却
免费发放口罩！”连日来在雷州市纪家
镇，群众们不约而同地称赞几位“战疫青
年”，称他们在当前防控物资紧缺的情况
下，却选择爱心“逆行”——购买1万余
口罩赠送他人，以平凡善举温暖着众多
群众的心。

群众口中的“战疫青年”，是雷州市
纪家镇的周剑军、杜标、陈光生等人，也
是“纪家日行一善爱心协会”成员。“疫情
防控，人人有责。”周剑军说，他们在协会
群或者朋友圈发起了捐赠“公益口罩”的
倡议，号召会员或者朋友献爱心，为群众
免费赠送口罩。

倡议发出后，得到广大会员和朋友
的响应和支持。大家除了慷慨解囊、热
心捐款外，纷纷想方设法联系朋友帮忙
筹集口罩。其中，一名爱心人士匿名捐
赠8000个口罩，一名在国外打工的青年
捐赠280个口罩，会员共计捐赠了3000
多个口罩。

2月2日至6日，“战疫青年”连日下
乡给群众免费发放爱心口罩，足迹遍及

纪家镇和唐家镇的10几个行政村，目前
口罩已派发完毕。此外，他们还自发组
织起宣传队伍，驾驶着安装有广播设备

的私家车，下乡为群众宣传防疫知识，让
大家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雷州青年爱心“逆行”

为群众免费发放口罩万余个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黄芳
菲）近日，坡头区慈善会发动社会各界为
抗击疫情开展捐赠活动，得到众多企业
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2月4日，欢乐家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坡头区慈善会捐款10万元，作为
坡头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经费，购买疫情防控应急物资。

“一线防控工作者在非常时期奋勇忘我
付出。我们也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
防控疫情尽一份绵薄之力。”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捐赠暖人心
齐心抗疫情

巾帼风采巾帼风采

爱心汇聚爱心汇聚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钟小
丽 李调）“真是没想到疫情那么严重，接
到通知后，我就急急忙忙去干活了。”日
前，在廉江市横山镇下路村木栏村民小
组村务公开栏前，村干部李全一边张贴
着镇刚下发的宣传图片，一边急促而简
短地说了几句就忙去了。

木栏村有400多人，春节外出工作
的人都回来了，为做好疫情排查宣传工
作，李全从大年三十开始，就逐家逐户地
走访、摸排，一天半的时间，李全就把全
村上下跑了个遍，所有人都问了遍，高强
度的来回奔走，让年近70岁的李全疲乏
不堪，但他仍然选择咬牙坚持在一线
上。“我是村干部，我不带头，谁带头啊”。

“不串门、不集会、不聚餐，健康年才
是幸福年！”李全还主动把自己的电动车
改装为宣传车，装上音响，拿着大喇叭，
趁着村民吃早饭、晚饭的时间，开着车在
村里面转悠着。“摸排、宣传两不误，只要
全村人民都健康平安，我就开心了。”他
憨憨地笑道。

按照镇里统一安排，每天上午、下午
都要安排乡村医生上门给从疫情发生地
回来的人员测量两次体温。木栏村有一
位女孩子现在就在家居家隔离。为打消
隔离人员和其家属的顾虑情绪，李全每
天都上门和姑娘聊天。“医生上门量体温
了吗，多少度啊”“刚刚量过，体温36.5。
一切正常啊”，“家里还有吃的吗？需要
采购吗？你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健康啊，
大家一起加油啊！”他不善言语，却一直
默默为他人筑牢防疫屏障，主动做好返
乡人员生活保障和服务工作，让回乡人
员深受感动。

目前，正值春节期间，村中垃圾量
增多，容易滋生细菌。村中保洁员压力
较大，为营造整洁优美的居家环境，李
全主动带头，并发动村中热心群众，一
起和保洁员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李全
戴着口罩，右手拿扫把，左手拿垃圾桶，
一边走一边娴熟地打扫卫生，垃圾箱
旁、草丛堆、拐角处……不放过村里的
每一个角落。

这只是村干部在基层工作的一个个
缩影，还有很多和李全一样的村干部早
已奋战在一线，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冲在
抗击疫情的最前线，用自己的行动描绘
最美的“疫“线风景。

一线奋战一线奋战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吴智
雅）7日，记者从雷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获悉，一名男子通过发布虚假售卖口罩
信息，诈骗了雷州一名群众450元。接
报后，雷州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并
成功将其抓获。

2月3日，雷州市一名群众报警称，
因轻信一名陌生人发布的虚假售卖口罩
信息，其通过微信向该名陌生人购买口
罩，结果被诈骗了450元。2月5日，雷
州市公安局专班民警快速锁定犯罪嫌疑
人吕某伟（男，26岁，麻章人）并成功将
其抓获。经审讯，吕某伟对其在疫情防
控期间，在快手、微信等平台假冒女性发
布虚假售卖口罩信息，通过微信收款后
将受害人“拉黑”的方式实施诈骗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吕某伟交代，其还利用同样手法实
施了8宗诈骗案件。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之中。

打击售假打击售假

一男子虚假
售卖口罩被抓

本报讯（记者林宇云 通讯员马志
军 谢家聪）疫情面前，在大多数人紧
闭家门的时刻，总有一群人，牢记初
心、勇担使命，走出家门、逆向而行，紧
盯重点问题，确保市场秩序的基本稳
定，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保障。这里
说的，就是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霞
山市场监管人。

从大年初二起，霞山区市场监管局
全部人员停止休假，投入阻击疫情的战
斗。他们戴上口罩，穿梭在农贸市场、超
市、药店、饭馆，落实相关管理制度，严格
价格监管，严查涉疫药品、医疗器械质
量，快速受理投诉举报，加强科普宣传，
劝停聚会聚餐……

“认真做好明码标价工作，不囤积居
奇、哄抬物价……”连日来，该局执法三
大队队长陈仙强不停歇地带领价格监管
执法人员前往各药械经营单位，发放价
格提醒告诫书，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可

是外人不会知道，今年1月初，他因甲状
腺疾病动了手术，医生建议他在家休息
1个月，尽量少说话。然而，疫情发生
后，作为价格执法部门负责人，他放弃休
息，忍着手术后的不适，坚持带队到各药
店宣传法律法规，并要求各店保持防疫
商品价格的稳定。但由于检查时说话频
繁，有时竟无法发出声来。

春节前夕，该局副局长陈衡家中长
辈因病去世，随后疫情来袭，在照顾家庭
和防控疫情两者之间，他舍小家为大家，
把孝心压在心底，坚决返岗上班。大年
初一，他就投入到疫情防控和维护市场
秩序的工作中去，连续多日带队奋战在
农贸市场、活禽批发市场一线，检查是否
存在违规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查禁野
生动物交易，根除污染源头。

“现在有一位从疫情发生地来湛
的疑似病例，今天下午在金马酒店往
火车站转盘附近的药店买了一支眼药
水，需要立即查出其接触过的药店售
货员是谁！”年三十晚十一点半，副局
长冯恩连接到这样的任务。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冯恩连立即开

始了与时间的赛跑，对金马酒店至火
车站路段的零售药店逐一进行排查，
终于于年初一零点四十分找到该接触
者并上报区卫健局，尽最大努力排除
疫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带来的隐患。

大年初一上午，休假在家的霞宝市
场监管所所长黄家兴接到分局办公室的
电话后，顾不上和家人一起吃年饭，立即
从徐闻老家驱车130多公里赶回所里投
入防疫工作，并把自己的私家车免费提
供给所里作为公车使用，油费也是自己
出钱，从未向区局提过一句困难、要过一
分钱。

再过一个多月就要退休的食品生产
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张杨，凭着“为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服务”的坚定信念，凭着

“在岗一分钟，站好60秒”的“老黄牛精
神，毅然决然取消春节休假，带领股室成
员热情高涨地奔赴抗疫一线。

在霞山区市场监管局，还有很多这
样的市场监管卫士。他们勇敢前行，只
有一个愿望：为疫情的早日消失，为霞山
百姓的幸福安康，尽最大的努力！

奋战抗疫 共克时艰 霞山市场监管人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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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青年来到蔗田为群众派发口罩。通讯员 周靖典 吴智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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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战“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