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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持续蔓延，形势严峻。在疫情面前，
在防控疫情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湛
江交警不退缩、勇于担当，听从指挥、团
结一心，召必回、来能战，始终按照上级
要求，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疫情第一
线，与相关部门人员认真排查登记入湛
人员车辆，积极宣传疫情防治，提醒群
众树立防范意识，坚决守护好粤西大
门。在迎战疫情中，全市广大交警、辅
警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高度负责的使命感、紧迫感，冲锋在前，
24小时坚守奋战在防控最前沿，用行
动继承和发扬了助人为乐、奉献爱心的
传统美德，默默践行着人民警察的使命
与职责。

老党员阻击疫情不言老

在疫情阻击战中，交警霞山大队老
党员、老民警唐春基主动请战，充分发
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头扎进路
面防控最前线。

1月26日上午，民警唐春基带领辅
警在辖区湖光快线执勤点执勤时，发现
一辆鄂S8×××E3的湖北仙桃小车，
经询问，车主从湖北仙桃前往广西北海
自驾游，在武汉“封城”前就已经出发
了，在返程时顺路到湛江旅游观光。根
据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有关
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民警唐春基与执
勤的霞山公安分局民警一同带该车主
往指定的酒店入住，当天该名车主并没

有出现发热、咳嗽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症状。入住第二天，驻酒店的社
区工作人员在测量体温时发现，该名车
主出现发热状况，马上转送到定点医院
进行诊断；医护人员对该名车主进行病
情检测，确诊该车主感染了新型冠状肺
炎病毒。由于发现及时，措施得当，情
况得到了有效控制，这名新型冠状病毒
者没有进一步扩散。

“战”疫线上的夫妻“逆
行者”

交警赤坎大队勤务一中队指导员
杨华新，面对疫情，与众多逆行者一样没
有犹豫，毅然响应上级号召取消休假、重
返岗位，全身心投入到这场不见硝烟的

“防疫战”，始终冲在最前、守在前线。
在双港村农村劝导站路口，是市区

通往325国道的交通枢纽和重要通道，
外乡入湛的异地车辆和旅客较多，因
此，做好守护这道疫情防控前哨站的工
作任务刻不容缓。杨华新认真践行责
任担当，充分依托防疫检查卡点协助卫
建部门做好进出人员的体温检测、安全
检查、医学观察和运输隔离等工作，切
实做到严防严控、联防联控，以实际行
动和从警初心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全
与温度。

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他妻子作为
前线医护人员也选择了逆风同行，二话
不说就向医院递交了“请战书”。面对
快满2岁的孩子，他们夫妻俩实行“黑

白轮班制”进行无缝链接，负重逆风而
行，他们不仅是“战”疫线上最美的逆行
者，同时亦是最美背影的“夫妻档”。

及时护送煤气中毒群众

1月30日上午11时许，交警廉江
大队城区中队勤务人员正在新风路爱
佳红绿灯路口执勤，突然一辆车牌粤
B×××3Z小轿车驾驶员急切挥手求
助，称车上有一位妇女煤气中毒了，已
处于半昏迷状态，情况十分危急。

中队长冯炳茂接到汇报后，即指示
辅警林荣斌、林武荣驾驶警摩开警笛为
求助小轿车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沿途护
送至廉江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由于
护送及时，妇女经医生救治后脱离危险。

廉江交警及时护送救助煤气中毒
群众之举，获得了医院医护人员的点
赞，其家属也连连表示感谢。

热心救助流浪汉暖人心

2月3日凌晨0时30分，湛江交警
支队高速二大队值班室接到报警称：沈
海高速往湛江方向离雷州服务区约2
公里处，有一名上身赤裸的男子在高速
公路车道上行走，十分危险！

接警后，交警高速公路二大队勤务
二中队执勤民警于志坚、辅警李家树即
紧急出警，沿途寻找该男子，仅20多分
钟，执勤民警及时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
上发现该男子，只见男子赤裸上身，光
着脚，只穿一条单裤，手拿一根甘蔗一
边走一边吃。执勤民警开启警笛、警灯
示意其他车辆减速慢行，同时上前对男
子进行劝离。民警与其对话中发现，该
男子疑是一位智障流浪汉，说不清楚自
己来自何处及如何进入高速公路，一时
无法识别其有效身份。

为避免发生事故，出于强烈的责任
感，执勤民警觉得该男子神志不清、思
维混乱，寒夜里既没衣服保暖又没食物
充饥，无法保证其能找到回家的路，而
且正值疫情防控期，不明人员的身体健
康检疫尤为重要。于是，执勤民警带其
到龙门收费站高速出口防疫检查点，医
务人员帮其进行了防疫检查无问题后，
大家热心为该男子准备饭菜，给其送上
热口的宵夜。

该男子虽神志不清，但懂得一再感
谢众人的热心相助。随后，执勤民警带
该男子到辖区派出所，进一步核实身份
和联系其亲人。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 特约通讯员
颜荣生）春节以来，湖光镇后坛村党支部
书记余光辉无微不至地帮助一位滞留在
村的湖北省游客，隔离病毒不隔绝爱，感
动了湖北客人，得到村民的称赞。

大年初一，湖北省鄂州市游客刘先
生受疫情影响滞留在湖光镇后坛村，紧
急情况下需寻找住所安置。湖光镇后坛
村党支部书记余光辉接报后，按照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第一时间通知当地派出
所、卫生院等防护人员给刘先生测量体
温，宣讲防控知识，了解其行程。

经相关负责同志研究后，同意严格
按照疫情防控规定，就地安置并进行医
学观察14天。

疫情还在发展，在当前各项防控工
作仍需要严格按要求执行的情况下，余
光辉敢于担当、冲锋在前，主动帮忙采购
刘先生的米、鱼、蔬菜和水果，帮助解决
刘先生日常食住问题。并且加强与刘先
生的日常沟通联系，每天通过微信语音
聊天等方式及时疏导其心中的思乡情结
和隔离防护过程中的苦闷，给予其无微
不至的关爱。这也让刘先生十分感动，
称赞他不亏是一名党员，并且安心配合
医学观察。

这种隔离病毒不隔绝爱的暖心行
动，也感动了当地村民，都称赞余光辉积
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疫情防控
工作打下一“暖心剂”。

新型肺炎疫情严峻，麻章区“两新”
党组织甲状腺专科医院党支部根据区

“两新”党工委指引，切实发挥基层党组
织政治组织优势和医院资源优势，组织
动员党员、医务工作者奔赴抗疫前线。

他们顶着寒风冷雨、夜以继日开展
执勤，守好抗击疫情“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的第一道关口，成为一道道最美的
风景。

面对疫情，党组织号召
就是命令

医院党支部在微信群发出征集18
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应急先锋队的通
知，党员率先响应，短短的半个小时，就
有64名员工纷纷报名。从大年初三开
始，医疗应急先锋队配合公安人员、交通
运输工作人员在高速公路出口等重要卡
口24小时驻点开展疫情监测、排查工
作，构筑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

在凌晨里，守护整个城
市的安睡

凌晨四点，在大家暂时放下对疫情
的恐慌，安安静静地钻进温暖的被窝里
熟睡时，他们却像往常一样，依然站在
寒冷的高速路口，眺望着远方，守护着
城市的安宁。

他们是湛江麻章甲状腺专科医院
党支部医疗应急先锋队。他们在高速
等重要关口已连续执勤十多天，刺骨的

寒风透过衣物，让人直打哆嗦。虽然冷，
但每个人的心却是暖洋洋的，因为他们
知道，他们是在守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率先垂范，支部书记带
头奔赴一线

“现在疫情来了，作为一名医护工
作者，作为一名党员，我们一定要责无
旁贷、义无反顾地践行医者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的初心和使命。”邱坤辉在动
员会上动情地说。

她是甲状腺专科医院的党支部书
记、副院长，自从接到防控疫情的通知
后，就开始了昼夜不分的日子。她紧锣
密鼓地安排工作，动员号召全院员工与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抗争到底。她不
仅每天要根据上级指示做好防控的各
项具体工作，统筹安排轮值人员名单、
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多次组织开展各层
面的防控培训，亲自给员工进行防护操
作示范演练，并叮嘱医务人员一定要注
意做好防护，加强自我保护，在整个疫
情防控工作中做到紧张有序。

虽然是一名女书记，但是她作为全
院的带头人，始终坚守在这场“战疫”前
线，率先垂范、模范带头，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作用和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寒风雨夜，七旬老党员
坚守在高速路口

从三甲医院退休后，返聘到该院
的主任医师吴才，是一名老党员。他
曾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作为队长
带领湛江市第三批医疗队前往汶川开
展了历时三个月的医疗救援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
这次疫情发生后，年近70岁的他，再一
次主动请缨，带头坚守在疫情防控工作
第一线。多少白天夜里，恪尽职守、任
劳任怨，努力克服天气恶劣、身体疲惫
等诸多困难，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感
染着身边的年轻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
党员无私奉献的情怀，彰显了担当有为
的党员先锋本色。

夜里身影，那是一面面
党旗迎风飘扬

“战疫”，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但也是一个让爱满溢的过程。此次防
疫工作中，湛江麻章甲状腺专科医院在
党员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人人为抗疫
做贡献的良好氛围，是他们用一个个鲜
活的人和事，默默地践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承诺。他们是这个冬天最温
暖的风，是新型肺炎阴霾之下的最美

“逆行者”。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疫情在

前，绝不后退。他们是一名名普通的共
产党员，也是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更是

“抗疫”战士，他们用行动让党旗在防控
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防疫前线一个个
最美“逆行者”

本报记者 赖寒霜 特约通讯员 颜荣生

湛江交警全力防控疫情
关键时刻显担当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 通讯员揭英
隆 钟培强）近几天来，廉江市雅塘镇
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农村
点灯等各类重大民俗活动接踵而来，
给疫情防控加重压力，雅塘镇全面动
员，严防死守，连续制止了几起大型人
群集聚活动。

按照往年习俗，2月5日是雅塘镇松
树下、瓦窑尾等10条自然村4000多人
一个重大民俗活动的日子，往年这时候
几条村子必是人潮涌动，车水马龙。虽
然之前已到各村发出了各种禁令，做了
群众思想工作，但雅塘镇党委仍不敢掉
以轻心，为了确保不出现人群集聚，私下
举行民俗活动的局面，雅塘镇当天抽调
应急分队共55人，组成4个防控工作
组，全部安排到各村路口、庙宇等重要地
方进行驻守。为了防止个别村民不听劝
阻，私自前往，防控工作组与松树下村

“两委”干部严防死守这两个路口，对来
往车辆进行逐一检查，发现有祭拜物品
的车辆立即劝返，不漏过任何一人，不让
过一辆车。

一天下来，雅塘镇防控组共在各路
口检查车辆100多辆，劝返过来祭拜村
民200多人，为群众和疫情防控工作换
回了多一分稳定和平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了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防止交叉感染，雅塘
镇直面现实，提前全面动员、全面部署、
全面防控，并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并按照
网格化管理载体，压实镇领导班子、驻村
团队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责任，提前
介入到各自然村做群众工作。近几天
来，劝导制止了多条自然村的民俗活动，
没有出现人群聚集的现象，确保乡村防
控疫情工作全面有序展开。

本报讯 （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曹
锐）这两天，湛江中心人民医院肿瘤科护
士罗秋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除了担
心腹中的九个多月的胎儿会不会提前

“报到”，更是放心不下即将出征湖北执
行医疗援助任务的丈夫黄耀光。

2月2日，湛江市组建支援湖北医疗
队的17人名单公布，罗秋玉的丈夫、湛
江中心人民医院呼吸内二科副主任医师
黄耀光是中心医入选的7个医护人员之
中的其中一个。同为医务人员的罗秋玉
从一开始报名，对于丈夫的选择是非常
支持的，只是越是出征临近，心里越是担
心。怕他不注意身体，没吃好饭，怕他忙
中出错，没做好防护……此时的她，不想
再说过多牵挂的话，使丈夫坚定的脚步
变犹豫。于是，她默默地在朋友圈写了
这样的一段话：“今日拥别，不知何时再
相拥/有你的时候，安于现状/没你的时
候，未来可期/我懂你的沉默寡言，你懂
我的口事心非/你若安好，我便安心/只
待你平安归来!”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特约通讯员
黄余武 通讯员吴兰如）自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雷州纪家镇
的防疫情况牵动着每一位在外纪家人
的心。心系家乡的乡贤们纷纷行动起
来，支援纪家防疫工作，誓与家乡共战
疫情。

随着该镇防控措施的不断完善，值
守力度的不断加强，防护用品也逐渐捉
襟见肘。纪家镇党委、政府向各地乡贤
发出倡议，呼吁乡贤们为家乡防疫抗疫
贡献自己的力量。倡议一经发出，各地
乡贤纷纷响应。尤其是中国移动纪家服
务厅负责人周剑军，积极联系各个乡贤
发挥力量筹集防护物资，四处寻找口罩
货源购买并运送回镇，第一时间将口罩
送到急需使用的一线人员手中。同时，
他还把自己的私家车无偿借给镇政府作
全镇防疫巡回宣传。在纪家镇政府捐赠
现场，一箱箱装满爱心口罩的纸箱摆放
整齐，工作人员正对这批从四面八方寄
来的应急防疫物资进行清点，以作接收
和登记。据了解，这批爱心口罩分别由
王洪保、叶文学、潘小平、周金辉、周剑
军、黄维勇等乡贤捐赠，共计28380个。
由纪家镇人民政府统一调度，分给各村
（社区）、各单位工作人员和有需要的群
众，用于应急防护。

纪家镇党委书记陈小勇表示，浓浓
纪家情，乡贤赤子心。各位乡贤的慷慨
支援体现了“抗疫战”中的“纪家力量”，
彰显了纪家乡贤的责任与担当，镇党委、
政府将把这些物资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共同为纪家全镇百姓筑牢防疫抗疫的坚
固城墙。

雅塘镇制止
多起民俗活动

村支书暖心援助
滞留湖北游客

本报讯 （通讯员吴志强）2月6日
是农历正月十三，当天东简街道蔚葎村
委会和东简村委会共有7个自然村逢年
例。为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东街街
道早早就发出通告，要求禁止一切聚集
性活动。

据悉，为确保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当天各村里的党员干部一大早就在村
口设卡，联合防守3个村庄路口和安置
小区的5个出口，严防外来车辆人员进
入，确保没有发生聚集性的民俗活动。

经开区东简街道

禁止年例
严防疫情

四海乡贤并肩战疫
八方爱心汇聚纪家

疫情隔不断
我们的爱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揭英
隆）“我是革命一块砖，国家需要随时
搬。”在疫情面前，廉江市横山镇苏干山
村党支部书记、退役军人黄进溪第一个
与镇政府签订责任状。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为做好防控
工作，廉江市横山镇组织了24个防疫工
作专班，每个专班都配有退役军人，其中
巡查工作专班6人全是退役军人。在专
班的24名负责人中有13名是退伍军人，
他们构筑了该镇坚强的防疫钢铁长城，
而黄进溪就是其中的一块“砖”。

防疫工作重在行动，宣传动员工作
首当其冲。黄进溪将该村的村干部、退
伍军人召集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要求
大家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要不厌其烦
的做好宣传工作，让村民认识到防控工
作的重要性。其次是做足防控措施，黄
进溪带领村干部和退伍军人，粘贴海报、
宣传画、拉挂横幅。他还开着私家车载
着高音喇叭走村串户宣传，只几天时间，
他就走遍该村委会下辖的11条自然村，
与干部退伍军人一起悬挂横幅22条，粘
贴海报、宣传画100多张，发放宣传资料
1000多份，要求群众居家过年。

黄进溪还带着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人
员，每天对疫情发生地返乡的3名健康
监测对象进行监测体温2次，按要求做
好防疫措施。

由于劳累过度，黄进溪变瘦了，群众
痛心地对他说：“黄书记你整天叫我们在
家休息，你却到处跑，好像《地道战》一
样，我们在地道里安全了，你在地道外不
怕危险么？你也该休息一下，注意身
体。”“累是累了点，全村群众的身体保持
健康，我也就健康了。”黄进溪如是说。

横山退役军人黄进溪：

“我是一块砖，
随时需要随时搬”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湛江交警在抗击疫情岗位上。

党旗飘扬党旗飘扬

严防严控严防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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