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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

1月 28日，淳化县第一例
新冠肺炎确诊者在县医院隔
离，并于同天晚上转到咸阳市
中心医院东郊分院接受隔离治
疗。经过14天的治疗，体温正
常，呼吸正常，连续两次核酸检
测阴性，CT显示肺部感染炎症
已经吸收，2月 10日出院回家
居家隔离。出院后，白威谈及
病情和相关情况，说在医护人
员的精心救治下，只要勇敢面
对、配合治疗，新冠肺炎绝对能
治好。

白威是一名在武汉上学的
学生，1月18日晚坐车从武汉回
到西安，1月 19日下午回到淳
化，在武汉期间一直在学校，回
来后未表现出任何症状，直到1

月27日被省疾控中心检测出阳
性。随着最初他的确诊，从武
汉回到淳化相互接触的人、店
面都受到了相关措施保护。白
威说，在这里我对所有人说一
句对不起，不管是因为有意还
是无意，这都已经是过去式，从
结果本质上是对他们产生了负
面的影响。

“从疫情防控开始，到确
诊治愈出院，我感受到了各
级党委政府部门对疫情防控
的重视。”白威说，通过亲身
体会、亲眼目睹，看到了防控
工作一线所有人的努力付
出。特别是，在咸阳医院治
疗期间的医生护士，穿着极
不舒服的防护服奋斗在一

线，给他们每天准点送饭，帮
着准备生活用品。

他每天在病房面对蓝色的
防护服，透明的防护眼罩，很可
惜一直到出院的14天里没有亲
眼目睹这些“蓝衣天使”的真正
面孔，走出病房，送别的是医院
的医护人员和媒体人员，迎接
的是县城的疾控中心和县医院
工作人员，送一束祝福的鲜花，
这是一份感动，一份真情，让他
永生难忘。

“因为前一天我的母亲连
续发烧，加上我从武汉回来，所
以担心有没有可能是我传染给
她，所以联系县疾控中心作了
汇报，县疾控中心又根据流行
病学接触史，出于负责严谨的

防疫工作态度，对我也作了取
样检测。”白威说,开始对个人
的结果真的不担心，但是害
怕亲人与和他接触的人传
染，万幸，他们都是阴性。心
态真的很重要，积极面对，尤
其身体素质好，就更应该坚
定信念，积极配合，勇敢面
对，要有克服的勇气和决
心。他在医院配合医生治
疗，按时服用药物及完成各
项检查。直到出院前两次核
酸检测阴性，CT显示肺部感
染吸收。

当通知他可以出院的那一
刻，感觉自己战胜了病毒，可以
再次拥抱这个世界。

本报记者 李小刚

妻儿有父母照顾
这里更需要我

正月初一，全省启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
应。接到重返岗位的通知，毛
坝河派出所包括3名辅警在内
的 7名干警没有任何迟疑，停
下归家团圆的脚步，全员到
岗，立即投入到信息核查、卡
点值守、疏散聚集群众等防控
疫情工作中。

民警卢荣琪妻子的预产期
在正月，本打算初一值完班便
回家照顾“月子”。接到停止休
假全局一级响应，进入战时状
态的命令后，卢荣琪毅然选择
了留下。

正月初八夜间，得知妻子
即将在医院临产，在所领导的
再三催促下，卢荣琪这才匆匆
赶往医院。四天后，卢荣琪

“丢”下刚刚出院的妻子和孩

子悄然返岗。面对所领导的
“责备”，小卢低声说：“妻儿有
父母照顾，这里更需要我
……”

每天的工作都很忙，经常
会熬到深夜。晚上回到宿舍，
卢荣琪这才拿出手机，与妻子
进行短时间的视频。卢荣琪
说，每当从视频中看到孩子胖
嘟嘟的小脸蛋，自己心里别提
多开心了。

辅警崔彦飞是本地人，家
就在毛坝河镇上。农历腊月
二十八，小崔的妻子生了一个
大胖小子。大年三十，小崔便
返回了派出所开始了紧张的
工作。家虽然很近，但为了避
免妻儿被感染的风险，小崔努
力克制着回家的念头。工作
之余，小崔会回到自家楼下，
将千言万语融入手中挥动着
的警帽，隔着窗户向妻子报声
平安……

不能让老人家
再把菜背回去

2月7日，农历正月十四，正
是山里群众赶集的日子。尽管
前期已经作了大量宣传工作，
但部分群众还是由于居住偏
僻、分散，并不知道镇上的集市
已经在日前因防控疫情而暂时
封闭了。

一大早，所里民警和镇政
府干部就在街口设立了卡口，
耐心劝返着前来赶集的群众。
大约9点左右的时候，一位背着
大背篓的老大娘吃力地向卡点
走来。

民警立即上前搀扶。经询
问得知，老大娘今年72岁，家住
距离镇上较远的“麻池河”，早
上摘了点自己种的蒜苗、葱和
小青菜，准备拿到集市上来卖。

民警立即给老人家讲解有
关疫情的情况，并告诉她外出
要戴口罩，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去，赶快回家去吧。

看着自己大老远背来的一
背篓蔬菜，老大娘面露难色。

“这样吧！我们所里买一

些老人家的菜，再看看其他驻
镇单位有需要的吧。”看着老人
为难的表情，所长杨贵军当即
决定，大家一起想办法帮老人
家把菜卖了，这么远的路，不能
让老人家再把菜背回去呀。

很快，民警们联系到了几
家单位，顺利地帮老大娘卖完
了所有的蔬菜。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警察
同志！”老大娘拿着民警们递过
来的 100多元现金，眼眶湿润
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宁
强县公安局全体干警义无反顾
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以实
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维护社
会稳定平安。基层民警更是舍
小家为大家，奋战抗“疫”一线，
用赤胆忠诚和侠骨柔情，谱写
了一曲曲“人民警察为人民”的
壮丽凯歌。

“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场疫
情！希望灾难早点过去，老百
姓早日恢复往日平安、宁静的
生活。”在采访中，毛坝河派出
所杨贵军所长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陈卫平

汉中
处置涉疫情防控
报警1488起

本报汉中讯（记者陈卫平）2月13日下
午，汉中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第四场新闻发布会。1月22日以来，
全市公安机关共处置涉及疫情防控的报警
1488起；依法查处阻碍执行公务案件12起；
查处以销售口罩为名实施诈骗案件2起；查
办销售假冒伪劣口罩案件3起。主动发布

“汉中网警”辟谣信息，查处网上谣言等有害
信息132条。

据了解，截至2月13日12时，汉台区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3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无
重症和死亡病例，目前3名确诊患者及1名
疑似患者病情平稳、情绪稳定。

杨陵
村支书的暖心账
记录村民日常需求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记者薛保华）若
是往年，这个时间是斜上村最热闹的时候。
然而，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席卷全国，为了
保护群众的生命和健康，阻断疫情传播，斜
上村和全国其他的村落一样，设置疫情检查
点，暂时封闭了村庄。

一天、两天、三天悄然而过，有的村民家
里的米不够了，有的菜不够了，有的老人儿
女不在身边，常备的降压药快没了……出入
的人员如果增多，疫情防控的风险就会加
大。在这种情况下，斜上村党支部书记任锋
辉积极响应政府决策，在村上组织了一批志
愿者服务队，进行商品统一采购，极大地解
决了乡亲们的生活难题。

“服务队每天通过村微信群发布采购信
息，随后列出清单，再联系供应商发货。”任
锋辉说，自己用本子做记录，既能统计村民
的日常需求，又能及时向市场提供数据资
料，避免必要的商品库存不足。据了解，斜
上村每天早晨8时，志愿者服务队准时将物
资送到村口，任锋辉按照前一天登记的采购
内容，通过广播通知村民领取，对行动不便
的住户，由志愿者将物资送到家门口；对居
家隔离的人员，物资摆放在院外，再进行电
话通知。

连日来，任锋辉带领斜上村防控一线的
党员干部和退伍军人志愿者每天24小时坚
守“阵线”，细致登记，严把“消杀”工作，准确
及时传达落实杨陵区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的
统一安排部署，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共同
守护美丽家园。

陇县
特殊时期政务服务
“网上办”“不打烊”

本报宝鸡讯（梁会平记者董毅）“疫情
发生以来，陇县政务服务部门积极为群众和
企业着想，全力推行“紧急事项预约办”“非
紧急事项网上办”的特事特办服务模式，全
面推行“网上办”“掌上办”“预约办”等多种
服务形式，加快推进“零纸张、零见面、零跑
路”办理模式，最大限度减少窗口人员流动
和集聚。

为了让群众和企业办事不受影响，方便
群众和企业了解办事程序和流程，各政务服
务部门第一时间在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媒体发布了相关公告、网上办事指南和办理
人员电话，全面推行24小时免费咨询服务，
开通紧急办理通道。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全县政务服务
部门共接到咨询服务80多件，网办、现场紧
急办理共68件。

毛坝河“疫”线民警的大爱情怀
2020年的春节，注定是一个让所有人终生难忘的春

节。远在巴山深处、距离宁强县城58公里的毛坝河派出
所，7名基层民警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默默地守
护着老百姓的平安。

勇敢接受积极面对

一位患者愈后的告白

本报渭南讯（贺军栋程军涛
记者 杨晶）2月 13日，记者从
蒲城县了解到，在确保做好防
疫的前提下，蒲城县已有序推
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其中防
疫物资相关生产企业已提前快
马加鞭加快生产，驰援战“疫”
一线。

2月 12日上午，位于蒲城
县罕井镇的妙洁工贸有限公司
厂区，一桶桶84消毒液被装上
厢式卡车运往蒲城城乡及周边
县市。生产厂房内，多名戴着
口罩的工人正在有序灌装消毒
液产品。面对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大量市场需求，大年三十以
来公司放弃休假连续加班加点
加快生产力度。

“企业遇到原材料次氯酸

纳供应缺口，县委、县政府出面
协调找寻原料，解决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企业总经理杨文斌
介绍说，自从政府发出号召之
后，各个对口企业就积极响应，
加大消毒液和相关产品的生产
力度，并坚决做到平价供应市
场，中小企业也为疫情一线贡
献全部力量。

在蒲城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煤化工业园，大型国有企
业蒲城清洁能源化工公司的
20多种聚丙烯产品受到市场
青睐，目前产品主要发往华
东、华北地区。企业宣传部负
责人张静妮介绍说，山东道恩
集团刚刚与公司签订了HP系
列基础料 3000吨的订单，用
作口罩熔喷层无纺布的加工

生产。
为了确保防疫物资的持续

供应，蒲城清洁能源化工公司
春节至今未停产，休假员工2月
3日起已陆续返厂进入生产一

线，目前返岗率达 95%以上。
公司为每名员工配发了口罩，
配发了测温枪严密监测在岗人
员身体状况，指导员工做好个
人防护。

蒲城防疫物资企业加快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