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邹
建山）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
人大常委副主任、民盟邵阳市委
会主委赵为济指导全市各级民盟
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倡导全
体盟员积极捐款捐物。

截至2月10日，他们共收到
全市 220 余位盟员的爱心捐赠
78800元。盟员朱俞蓁还想方设

法通过各种渠道购得 2000 只口
罩、5000 个医用手套、2000 瓶医
用酒精，捐赠给邵阳火车站站前
综合管理服务中心。盟员王超群
借力全国公益组织，紧急调运了
一批防疫物资，于2月8日自驾车
把 2300 只口罩、120 公斤消毒液
等物资送到绥宁县金屋塘镇和瓦
屋塘镇抗疫第一线。

我市民盟组织
积极捐款捐物抗击疫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
波 通讯员 欧阳国江） 2 月
12 日傍晚，由市商务部门协调，
市发制品行业协会通过协会成员
单位从国外采购了 10 万只一次
性外科口罩抵达邵阳，在副市长
彭华松和市直部门的共同见证
下，市发制品协会负责人现场将
物资全部捐赠给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截至目前，市发制品
行业协会通过各种途径共计向社

会捐赠钱物达28.6万元。
市发制品行业协会会长黎

更强表示，市发制品行业协会
是我市一个重要的出口行业协
会，现有发制品会员企业 90 多
家，已与北美、欧盟、非洲、东南
亚等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生意往来。当前，全国都在积
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市发
制品行业协会将发挥海外优势
积极参加到这场“战疫”中来，
为邵阳发展献力。

市发制品行业协会
捐赠防疫物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
宇 通讯员 邓琢玲） 2 月 12
日下午，副市长、市公安局长谭学
军到城区疫情防控一线，为17名
受到战时表彰的民警送奖到岗。
他要求全市民警辅警以受表彰人
员为榜样，始终保持人民公安昂
扬斗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
战争。

谭学军先后走访了北塔公安
分局状元洲派出所、市公安局监
管支队、邵阳快警大祥3号平台、
双清区双坡南路与宝庆东路交叉
路口交警执勤点、双清公安分局

石桥派出所驻屏丰村“一村一辅
警”工作站，给战时受表彰的民警
辅警颁发证书，送去慰问。他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市
12000 余名民警辅警闻令而动，
全面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打
击整治、查缉布控、走访摸排、应
急处突、巡逻防控、为民服务等工
作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代
表。全体民警辅警要以这次受表
彰的17名民警辅警为榜样，发扬
特别听命令、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的精神，为全市夺取疫情防
控的胜利贡献公安力量。

始终保持人民公安昂扬斗志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
宇 通讯员 李享意 朱思颖）
2 月11日下午，市人民检察院召
开会议，部署当前全市检察机关
疫情防控工作和日常检察工作。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戴华峰主
持会议。

会议指出，全市检察机关在
抓好单位和个人抗疫的同时，要切
实履行检察职能，为疫情防控提供
有效的司法保障：要严惩涉及疫情
防控的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暴
力伤医犯罪、制假售假犯罪、哄抬
物价犯罪、造谣传谣犯罪、疫情防

控失职渎职、贪污挪用犯罪、破坏
交通设施犯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犯罪等10类犯罪；要主动出击，广
泛搜集相关案件线索，加强涉疫刑
事立案监督；要大力开展野生动物
资源方面的公益诉讼；要及时发现
疫情防控中存在的漏洞，为加强社
会治理提供检察建议；要按照特事
特办的原则，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
网上信访工作；要尽快开通监管场
所的远程视频系统，适应远程办公
办案的需要；要同步推进扶贫点的
疫情防控与扶贫攻坚工作，做到两
促进、两不误。

同步推进疫情防控
和日常检察工作

“宁警官，谢谢你啊！是你救了我
一家人……”

2 月 11 日，正在住院治疗的隆回
县西洋江镇廖某忐忑不安地拨通了驻
村辅警宁丽慧的电话，羞愧地说着感
谢话。

原来，1 月 31 日凌晨 2 时许，宁丽
慧接到上级紧急电话，她所驻村的村
民廖某是武汉返乡人员，很有可能感
染新冠病毒。宁丽慧挂断电话后立马
起床赶往廖某家门口等着。宁丽慧在
电话中劝说廖某尽快去医院诊断、治
疗，情绪激动的廖某在电话中破口大
骂。无论廖某的态度如何，宁丽慧守
在门口反复做工作。后来镇派出所两
名干警闻迅赶过来，与宁丽慧一道冒
着刺骨寒风守护在廖某的家门口，直
到第二天清晨将廖某及其两位亲人送
上县人民医院的接送车后，宁丽慧与
同事才转身离开。

在隆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
线上，宁丽慧只是 1300 余名民警辅警
的一个缩影。

全警闻令而动。从1月26日始，该
县民警辅警一律取消休假，坚守岗位，
挺身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局班子成
员、各大队班子、各派出所长一律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指挥。全县成立了 100
名党员组成的突击队，并在 27 个派出
所相继成立党员突击小分队。

实行“地毯式”排查。凡是参与排
查工作的民警辅警每天不厌其烦地走
村串巷、进村入户地毯式排查登记，不
漏一户一人，耐心劝导村民不聚集，少
串门，苦口婆心地劝阻老百姓停办红喜
事简办白喜事，耐心细致地宣讲新冠肺
炎疫情的防治常识。如横板桥镇派出
所一村一辅警阳世荣，在自己管辖的村
排查出了7名涉武汉人员和11名亲密
接触人员。于是，他每天坚持两次上门
问候，测量体温和了解观察隔离人员的
身体状况，风雨无阻。

严密“网格化”巡防。在春运执勤
检查站、国道、省道、农村道路等设置
疫情防控点，实行 24 小时联防联控值
守机制，严格检查进入隆回的返乡人

员和车辆。自疫情发生以来，全县公
安干警根据省公安厅下发的19批7964
人次、车282辆等数据，一一排查核实，
查 控 各 类 车 辆 15931 台 ，查 控 人 员
54770人。

1月25日，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父
亲情绪异常激动，拒绝将其子移送隔离
病房。正在县人民医院巡防的快警陈
小飞迅速到达现场，与患者耐心沟通，
并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搀扶患者，陪同其
做完检查直至送往隔离病房。该县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一直担负着县人民医
院、县委党校集中隔离点、武汉籍驻隆
人员住宿点的巡防任务。在巡防中，处
置涉疫警情5起、强制隔离60余人、摸
排湖北籍车辆20余辆，人员30余人，劝
导、疏散聚众打牌20余起100余人。

他们针对利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制假售假、诈骗牟
利等扰乱社会、医疗秩序等涉疫类违法
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打击。自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共办理涉疫类行政案件
2起，行政拘留2人。

闻令而动依法防控
——隆回县公安干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罗佳成 杨贵新 曾凡庚

亲爱的老婆：
从主动请缨到和家人挥泪告别，

带着人民的殷切希望，我们踏上逆行
黄冈的征途。

邵阳市领导送行、湖南省长慰问、
黄冈市长亲自迎接，连酒店前台服务
员都主动帮我们提沉重的行李。我深
深地感动了。我知道湖北需要我们，
黄冈迫切需要我们。

凌晨零时35分，被你的电话惊醒：
“老公，我肚子痛，拉肚子”。我知道这
非常时期，你也担心新冠肺炎。“痛哪个
部位？”“发热吗？”“你先揉揉肚子看
看”，通过简单的询问，判断你得的是

“急性肠胃炎”，便嘱咐你“清淡饮食，吃
几片药就可以了”，然后安然入睡。

通过严格培训，我们进入了大别

山医疗中心。身着严实的隔离服穿梭
在病房，内衣汗透，眼镜起雾，纸尿裤
发热，有时还喘不过气来。一个班近
10小时，不能进水、进食，脱衣后整个
人瘫软下来，小便却不到50毫升。病
房内，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望向我们，我
们耐心地疏导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
们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积极
有效的治疗，我们治愈了第一例病
人。他是该院的一名泌尿外科医生，
也是我组亲自管理的病人。他出院
了，我默默地为他祝福。

在黄冈市领导们的关心和同志们
的关照下，我们是幸福的、是安全的。
前几天，不小心崴了脚，同事们送来了
红花油，我却不敢告诉你，因为害怕你
会更加担心，休息了一天，今天好了，

又可以战斗了。
亲爱的，我虽年近 50 岁，但我还

能一口气跑10公里，有足够的体能和
韧性去战胜疫情，也有足够的能力去
应对所有的突发状况。我会用我的实
际行动证明，我是好样的。

亲爱的，你和女儿在家好好照顾自
己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也会好好地
照顾好自己，打赢这场硬仗。等我回家。

老公：唐忠礼
2020年2月6日于黄冈
（简介：唐忠礼，邵阳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急诊科主任，湖南援鄂第二医
疗队医疗管理副组长）

病房内，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唐忠礼 （陈星 整理）

双清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为全力支持辖区企业和门店经

营户复工复产，每天安排近百

名街道和社区干部对辖区恢

复开业的门店进行不定期巡

查，检查门店消毒台账和人员

体温登记台账，确保门店经营

防控措施安全到位。至13日，

东风路街道共有125家门店恢

复开业。图为 2 月 13 日街道

干部正在指导一家早餐店进

行分餐打包。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罗扬心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罗红兵 彭辉） 2月13日上
午，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组织执法人
员对市区书店、电影院、网吧展开巡查，
确保每一个文化经营场所关闭到位。
而这样不分早晚的巡查早已经从大年
三十就开始，现在已经是第21天了。

1月24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
接到通知后，50名执法人员立即取消休
假，迅速奔走在疫情防控一线。他们与
辖区内的歌舞娱乐场所、影院、网吧、书
店、电子游戏厅沟通，传达疫情情况，责
成立即停业。从当天开始，文化执法人
员不分昼夜地对停业情况进行全范围

全行业检查。白天，对网吧、电影院等
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巡查，确保停业期间
无消费人员。同时，根据歌舞娱乐场所
夜间经营特点进行夜查，经常巡查到凌
晨。对处于监控盲区的电竞酒店，在防
控期间及时介入管理，坚决予以停业。

截至2月13日，该局共出动执法人
员 1300 余人次，检查文化经营单位
4500余家次，关停歌舞娱乐场所44家、
游艺娱乐场所7家、网吧74家、影院10
家、影咖6家、清吧4家、书店19家。

文化卫士守土尽责抗疫情

2月11日上午，邵阳经开区口味王公司门口，进入厂区内的
人员都要接受保安人员的体温测试。测完体温、清洁双手和登
记信息后，进入人员还需更换新的口罩，才能进入工作区域。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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