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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17～18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早晚部分地区有雾,部分山区有道路结冰，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如下：18日：晴，偏北风1～2级，0～15℃；19日：多云转阴天，偏北风1～2级，5～12℃；20日：多云，偏北风1～2级，3～17℃。

党员志愿者夜守社区：

“坚持坚持再坚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甘青

夜间小区值守，党员志愿
者在做什么？

2月13日晚上9时，党员志
愿者曾金亮准点来到了曲苑小
区防控值守。他检查测温仪，
拿出登记薄，查看值守环境后，
就正式上岗了。他将从晚9时
一直值守到次日早晨7时。

34岁的曾金亮是市应急管
理局干部。2月11日，隔离期
一满，他凭着县里疫情防控指
挥部开具的隔离14天证明与体
温测量登记表，从湖南株洲赶
回咸宁战“疫”一线。

“应急干部和其他干部还
不一样，应急就是我们的职
责。”曾金亮说，隔离期间看到疫
情形势严峻，在家坐立不安，唯
一能做的就是给同事们鼓劲。

晚9时到岗的还有咸宁市
应急管理局党员志愿者廖波。
这名29岁的预备党员，2月2日
就投身战“疫”，入户排查，小区
宣传，测量体温都没落下。

廖波介绍，小区夜间值守
有三重任务，一是测量体温，二
是出入登记，三是居民应急。

晚上9时至12时，虽然小
区没有人员进出，没有居民求

助。曾金亮、廖波仍坚守在岗
位上，没有丝毫懈怠。

时钟临近12时，小区的灯
光基本已经熄灭，夜幕下的曲
苑小区显得分外安静。

虽然夜已深，党员志愿者
却没闲着。曾金亮、廖波在记
录战“疫”手记，回忆战“疫”点
滴，总结战“疫”经验。

曾金亮写道：13日，今晚到
曲苑小区值夜班，曲苑小区是
一个没有物业的小区，全天由
我们党员志愿者接管，凌晨只
有风的声音，唯一给我温暖的
是身边同事的呼吸声和路上偶
尔经过的警车，我们彼此对视
一眼，相互鼓励着，坚持坚持再
坚持，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廖波写道：目前，小区存在
部分老年人对疫情的严重性认
识不足，喜欢外出，有的家庭连
续两天不止一人进出的现象，
但是党员志愿者一时难以发
现，管控难度大。对于意识薄
弱的老人，可联系其子女，由子
女向老人宣传相关政策知识，
效果会更好。家庭外出采购，
最好按户印发通行证，便于管
理。

本报讯 通讯员覃兰红报
道：“我是军人出身，虽然年纪
大了，身体已不允许上一线，但
国家和群众需要，一定要贡献
自己的力量。”近日，市审计局
81岁的退休干部胡芷青虽然身
在武汉，心却惦记着咸宁，特意
嘱咐女儿代他捐赠500元,支持
咸宁抗击疫情。

在全市疫情防控阻击战进
入攻坚关键时刻，市审计局退
休老干部发扬离岗不离党、退
休不褪色的精神，按照全市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采取争当志
愿者、踊跃捐赠爱心款等方式
积极主动参与疫情防控。

许多老干部们自身生活十
分简朴，生活也并不富裕，有的还
身患疾病，但在国家危难之时，
都愿意捐献爱心、尽一份力。

72岁退休干部熊自付说，

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在一
线服务了，捐赠600元尽自己一
点微薄之力。中风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干部黄良金，在本身生
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毅然拿
出200元……这样的事例还有
很多。退休老干部们纷纷表
示，当前疫情形势严竣，尽力献
爱心责无旁贷。

连日来，市审计局36名老
干部积极响应机关党委发出的
爱心捐赠倡仪，纷纷踊跃捐款，
不到两天的时间共捐赠善款
1.12万元。

同时，该局还有4名退休老
干部争当志愿者，主动参加到
清馨苑小区疫情防控工作中，
坚持每天向小区的其他居民宣
传防疫知识、对人员全面排查
测温、对进出小区人员体温监
测等。

大爱无疆

云南省昆明市

援助我市300万元生活物资

本报讯 记者袁灿报道：17日上
午，云南省昆明市向我市捐赠300万
元的生活物资运达我市。

这批捐赠的物资包括 40 吨猪
肉、56吨鸡肉，将第一时间分配一线
防疫工作者及部分特困群众。

据了解，这是继12日云南医疗
队抵达我市开展医疗援助后，又一重
大捐赠。

云南瑞丽

50吨鲜玉米驰援我市

本报讯 记者张仰强、通讯员龚
亚琼报道：17日上午，两辆从云南瑞
丽出发共载有50吨鲜玉米的货车，
历经55个小时抵达我市。

司机金凤月告诉记者，该批物资
由云南省瑞丽市边境贸易鲜玉米协
会捐赠，自14日晚9时装车完毕就出
发，每辆车配备两名司机，人歇车不
歇，第一时间将防疫物资送达我市。

“各县市区的转运车辆已经在此
等候装车。”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
工作人员介绍，接到捐赠通知后，指
挥部第一时间将物资分配各县市区，
并通知车辆在此等候装车，保证在最

短时间内送达抗疫一线。

立白集团向咸宁定点医院

捐赠250万元消毒除菌用品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乐
生辉报道：2月17日，市中心医院和
市第一人民医院，由立白集团驰援的
消毒除菌洗涤产品运抵，价值共80
万元。

据悉，立白集团共向我市7所定
点收治医院捐赠价值250万元的消
毒除菌洗涤产品，意在为一线医护人
员和患者提供洁净、安全的救治环
境。这些物资包括立白除菌去渍洗
衣液、立白除菌去渍洗衣粉、威王除
菌包、贝贝健除菌包、威王大红瓶84
消毒液等，将于近日陆续运抵。

工行咸宁分行

又向咸宁捐款150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黄绪河报道:2
月15日，经咸宁市慈善会确认，该会
收到湖北省慈善总会转来的中国工
商银行捐赠款150万元，用于咸宁市
疫情防控。

这是该行在本月内第二次向咸
宁市慈善机构予以捐赠。此前工行
咸宁分行于2月12日向咸宁市红十

字会捐赠100万元，截止目前该行已
累计向咸宁市慈善机构捐赠防疫专
款250万元。

上海翼猫科技

捐赠136万元净水器

本报讯 记者张仰强报道：“轻
拿轻放，你们这一共50台。”17日上
午，咸宁市中心医院内，一辆载着净
水器的货车正在卸货。

此批物资由上海翼猫科技有限
公司捐赠，共200台净水器，每台价
值6800元，总价值达136万元，将捐
赠给咸宁市中心医院80台，咸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80台，崇阳县人民医
院40台。

“医护人员十分辛苦，所以就利
用我们的优势，让每一个医护人员能
喝到安全的放心水。”该公司湖北区
域负责人告诉记者，希望医护人员多
喝水，增强抵抗力，早日战胜疫情。

瀛通公司

向市红十字会捐款130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黄赛姣报道：2
月15日，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晖组织公司向咸宁市红十字
会捐赠130万元。

1月28日，湖北瀛通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在第一时间响应号召，向通城
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在得知家乡
医用口罩紧缺，黄晖多方联系，从越
南购买10万个口罩，通过多方辗转，
顺利抵达武汉机场，交给湖北红十字
会。在他兼职的相关商会组织开展
募捐捐款时，他踊跃行动，捐款5万
元。截至目前，瀛通公司和黄晖本人
共捐款捐物达215万元。

甘肃省天水市爱心人士

向通城捐赠742箱苹果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吴林
艳报道：千百寻苹果352箱、花牛苹
果190箱、蛇果200箱……2月16日
上午9时30分许，一车满载着爱心苹
果的货车开进通城县人民医院。

这一车苹果共有5吨，主要来自
天水绿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秦州区
中梁镇何家村、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
伯阳镇兴仁村企业家及当地果农的
爱心捐赠。

“医务工作者日夜奋战，作出了
很大的贡献。我们捐赠自产的天水
苹果，尽自己一份力量。祝愿他们平
平安安，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与家人团聚。”发动此次爱心捐赠的
企业家刘志勇说。

云南人民，谢谢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莉敏

2月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宣布一省一
市对口支援政策，确定了云南省对口援
助咸宁市。

同气连枝，心手相依。这些天来，在
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善良勇敢的云南
人民热情地向咸宁伸出援手，出人出力
又出物，拼出全力想护咸宁一个周全，让
大家在疫情的寒流中感受到了春的气息。

（一）

南疆将士，尽锐出战。2月12日，
承载着云南4800万各族人民的深情厚
谊，355名来自云南各医院各科室最
强、最有实力、最有经验的医疗技术骨
干，顺利抵达咸宁。

当晚，云南援咸医疗队还代表云南
省向我市援赠了价值3000万元的医疗
设备。其中，首批制氧机、心电图机、呼
吸机、输液泵随医疗队随行运抵，CT、
DR、负压（普通）救护车等分批陆续抵
达。

其实，早在1月27日（大年初三），
由138名医务人员组成的云南首批援
助医疗队，就赶到咸宁的各个县区，与
当地医务人员并肩战疫了。

一江相连、一衣带水。除支援医务
工作外，云南还举全省之力，有钱出钱，
有物出物，纷纷向咸宁伸出援手——

12至17日，云南青基会先后三次
向咸宁共青团组织拨付爱心善款，每次
20万元共计60万元，支持咸宁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

13日,云南曲靖送来了34.7吨猪
肉、100吨菜籽油、22吨鸡蛋；大理送

来了价值90万元的牛奶、大白菜、鸡蛋
等；瑞丽送来了150吨无籽西瓜；

14日，50吨大米、26吨果蔬、8吨
普洱茶，勐海县驰援咸宁的物资发车
了；17日，昆明市驰援咸宁近百吨猪肉
和鸡肉的大货车抵咸了……

连日来，一箱箱水果、蔬菜、肉类……
汇聚成一道道“爱的暖流”，流向咸宁。
云南的兄弟姐妹们，正“踏”着七彩祥
云，把最硬的鳞送到咸宁人民身边。

（二）

15日上午，市中心医院急诊科门
前，云南省捐赠咸宁市的两台价值140
万元负压救护车顺利抵达。

原本，这两台负压救护车是云南为
抗击本省疫情订购的，该省相关负责人
得知咸宁市急需用来转运危重病人后，
立即作出指示“调转车头，将这批由青岛
厂家发往昆明的负压救护车送往咸宁”。

“云南捐赠的这两台负压救护车，
就好比雪中送炭！”咸宁市中心医院党
委书记郑波说，当前为了降低死亡率，
我市决定将各个县、市（区）新冠肺炎的
危重症患者都转到市中心医院来救治，
此前整个咸宁市只有3台负压救护车，
每天最多只能转运6-7名病人。

连日来，医疗队员们在感染病区与
患者“零距离接触”，测体温、量血压、输
液、上呼吸机，参与重症疑难病例讨论、
给出治疗方案、协助制定出院标准等
等。他们，奋不顾身地与时间赛跑，与
死神搏斗，却从不喊苦喊累。心里只有
一个信念：“我们都是一家人！家人有
难，我必支援！”

2月13日，咸宁—昆明远程生命
线连接成功，两地专家可通过远程医学
服务平台对病例进行远程会诊。

2月14日，两位云南医疗队的队
员在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协助完成了
一位新冠肺炎产妇的剖腹产手术，让人
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2月15日，云南援咸医疗队正式
进入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监
护病区（ICU），全面接管新冠肺炎危重
症患者救治工作……

一条条好消息频频传出，让咸宁人
民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安心，也倍感
暖心。

危难时刻，方见真情。一批批物资
的运抵，也解决了封闭式管理下百姓生
活的燃眉之急。市民纷纷感慨：“云南
对咸宁是真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真
是在进行‘搬家式’驰援。”

（三）

2月 14日，市委书记孟祥伟专程
到咸宁市第一人民院，看望慰问云南援
咸医疗队，给他们送上鲜花和100万元
的慰问金，赞扬他们是抗击疫情中最美
的人，认为医疗队的贡献不只是表现在
与这次战疫中，也将对咸宁整个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云南医疗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来
到咸宁，给咸宁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信心
和鼓舞。过去知道云南景色秀美，通过
这次支援行动，知道了更美的是云南人
的心灵……”孟祥伟代表咸宁300万人
民和正被救治的近千名患者道出了由
衷的感谢。

2月16日，雪后初霁，乍暖还寒。
云南医疗队护士长邓小丽却在咸宁度
过了一个充满暖意的生日。

原来，咸宁市政府副秘书长熊峰在
翻阅云南医疗队的相关资料时，发现当
天是邓小丽的生日，便四处张罗礼物想
给她一个惊喜，尽管最终只找到了一束
鲜花，但熊峰说：“云南医疗队来支持咸
宁，我们能做的，就是给我们医疗队员
回家的感觉……”

是的，云南医护人员帮我们守护咸
宁，我们也要好好守护这群医护人员。
这也是咸宁人民共同的心声。

在云南医护人员入住的酒店，咸宁
各界爱心人士源源不断地捐来蔬菜和
水果；酒店经理还研究起了云南味道，
专门为云南医疗队员送上麻辣土豆条
等家乡的味道。

一批青年志愿者活跃在幕后，做好
出入登记、送餐、购买必须物资等，为医
护人员提供24小时后勤保障。

“为援咸云南医疗队、专家组做好后
勤消杀工作，使命感特强……”消毒志愿
者余康，还特意写诗为云南医疗队点赞：

“春归人至天临雪，百花含苞梅争先。香
城泉都迎圣手，云医逆行胜梅格。”

“谢谢你们，温暖了咸宁最寒冷的
时光”“待到疫情结束，我们都到云南去
看老乡”……市民们纷纷点赞云南咸宁
一家亲。

2月14日，当援咸医疗队女队员
收到爱心人士送来的鲜花和祝福时，脸
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一名叫钱嫦
娥的队员得知咸宁素有嫦娥文化之乡
的美称后,感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本报讯 记者程昌宗、通
讯员张恒、杨娟报道：15日，咸
宁专班民警顶风冒雪赶赴北
京，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将一起
特大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抓获
归案。

2月3日，咸宁男子高某翻
阅朋友圈，看到有人转发三无
口罩货源信息。便立即与对方
联系供货渠道，得到对方货源
充裕的保证后，高某在自己担
任群主的某口罩供需千人微信
群里，发布了手头有200万个三
无口罩待售的信息。

随后，高某联系上自称有
货源的马某，以单价1.6元的价
格买下8万个口罩，并通过手机
支付12.8万元，随后在微信群
中以1.8元价格兜售。

很快，微信群中有多人联
系高某购买大批量口罩，并陆
续向其打来货款。高某随后将
其微信群中发布价格逐渐调高
为1.9元、2.09元等，向其询货打
款的人越来越多了。手头资金
更充裕的高某信心大增，此后
陆续向对方多次支付80余万元
购买口罩。

由于口罩迟迟不能到货，
向高某下单的客户开始生疑，
催促未果后举报其售卖三无口
罩。

2月7日，仍不见有口罩到
货，原本以为只是物流延误的

高某心里有些慌了。高某联系
马某索要全额退款，但马某仅
退了10余万元后，微信拉黑了
高某，电话也从此无人接听。
知道大事不妙的高某筹集部分
款项退给群内购货者，同时向
警方报案。

咸宁警方立即组织专班民
警进行调查。温泉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民警在调查中发现，马
某发来的货运物流单为虚假单
号，其存在重大诈骗嫌疑。在
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协助下，民
警查清马某所收货款集中流向
某个存在涉嫌网络赌博嫌疑的
银行账户。

经过持续艰苦作战，专班
民警在短期内查清掌握了马某
为河北人，目前暂住北京某地
的重要信息。15日下午16时
许，民警在北京丰台某地将马
某抓获。

面对警方，马某初步交待
首笔资金被其赌博挥霍后，见

“来钱容易”便继续骗取高某资
金用于网络赌博的作案事实，
还交待了其他三起同类诈骗案
件。马某发给高某的物流单，
是其通过熟悉渠道以淘宝刷单
冲钻名义向物流公司骗取的虚
假单。

目前，马某已经被咸宁警
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抗击疫情红黑榜

趁着疫情贩口罩 百万货款打水漂

咸宁警方破获一特大诈骗案

党员志愿者
筑牢疫情“防火墙”

近日，崇阳县四桥桥头，该县交通
运输局疫情防控党员志愿者手持测温
仪给过往司机、行人测体温，对车辆进
行检测，登记信息，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和蔓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抗疫一线党旗红
亮身份践初心比作为

市审计局退休老干部

离岗不离党 余热更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