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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崇阳县港口乡小沙坪村，
市住建局驻该村第一书记赵敏和2名同
事开着车子，风尘仆仆来到村口。车里装
着的除了防疫物资外，还有几十户村民急
需的生活物资和药品。

“老戴，这是你家要的2罐奶粉”、“老
金，这是你老伴的降压药和糖尿病药”、

“丫头，这是你要的2包尿不湿，我不怎么
会选，你看看这个行不行？”

来不及喝口水，赵敏擦了一下额头密
密的汗水，打开后备箱，把村民们需要的
物资一一拿出来。不用核对账单，满满一
后备箱的东西，他闭着眼睛就知道哪个物
品是哪家买的。

“谢谢您了，赵书记！”虽然不是第一
次找赵敏买东西，但是接过需要的物资
后，有村民照例向他道谢。“赵书记，您就
是我们的勤务员啊！”还有村民打趣道。

赵敏，今年55岁，中共党员，是市住
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19年4月至
今，赵敏担任市住建局驻崇阳县港口乡小
沙坪村扶贫工作队长，驻村第一书记。

逆行而上，舍小家为大家

1月底，我市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后，虽然身在市区的家中，但
赵敏心里一直挂念着小沙坪村的乡亲们。

“老金，村里情况怎么样？有多少从
武汉返乡的人员？”“做好防控工作的同
时，一定要仔细排查，不要漏掉一个人！”
每天，赵敏都要通过手机与村党支部书记
金时敏保持联系，以便及时掌握村里的防
疫情况。

崇阳县小沙坪村位于港口乡政府西
侧，下辖14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864户，

辖区内务工返乡人员较多，防控不当极易
造成疫情扩散。

根据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
控指挥部会商会精神，2月1日晚，市扶贫
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决定从2
月2日起，全市驻各县（市、区）驻村工作
队第一书记、工作队长、扶贫特派员、队员
立即赶赴各驻点村，协助驻点村“两委”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

“早点睡觉，明天早上起来再收拾也
不迟。”接到通知后，赵敏当晚就收拾衣
服，妻子见此不解地说道。

“你懂什么，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任务
重，时间紧，来不得半点拖延！虽然我也
担心你们的安全，但我更是一名党员、一
名住建干部，现在村里需要我，我就要义
无反顾尽责任，把我们这个村防护到位。”
赵敏“训斥”妻子道。

2月2日一大早，赵敏就和同事驱车
一个多小时，马不停蹄地赶到小沙坪村。
到村后，他迅速组织召开村两委会议，联
合村两委成立疫情防控专班，制定了严密
的突发疫情应急安全处置预案，督导由驻
村扶贫干部、村组干部、党员志愿者组成
的疫情防控专班迅速行动起来。

筑牢防线，强意识稳人心

“赵书记，你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赵书记，有你在，我们就安心。”村民们见
到赵敏来了，担忧的脸上稍微有了点笑
容。

“大家放心，我带着你们一起战‘疫’，
疫情不消，我不回家！”面对着全村几千双
期待的眼睛，赵敏立下了“军令状”。

村东头的金家，家里有一台自动麻

将机，是村里人聚集的重要场所。疫情
发生后，村里组织专人多次上门宣传劝
说，当着村干部的面，金家答应得好好
的，坚决不打麻将，可是一转身，又打得
热火朝天。

赵敏了解到情况后，到金家蹲点，把
他们抓了个正着。证据面前，由不得任何
抵赖。“你们打麻将是为了一时的乐趣，要
是感染上病毒了，那可是后悔都来不及
的。不要为了一时的乐子，搭上自己的后
半辈子。你们家里都是有老人有小孩的，
你们不怕染上病毒，难道他们也不怕吗？”
平时挺平易近人的赵书记，在疫情面前，
成了铁面无私的“赵包公”。

赵敏又掏出手机，把聚众打牌多人感
染的新闻读给金家人听。终于，金家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向赵敏保证不打牌了，并
自愿参加到村里的防疫小组中去。

赵敏深知，要做好防疫工作，首要是
强化村民们的思想认识，要打赢这场疫情
阻击战，单靠村组工作人员是不够的，必
须要广泛发动，坚持群防群控，打通疫情
防控的最后一公里。

于是，每天他一手提着小提袋、一手
握着小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来回行走在村
道上。挨家挨户向群众发放《致群众的一
封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
识手册》等1000余份，悬挂横幅、张贴宣
传画300余条。他用小喇叭和流动宣传
车巡回播放他自编的《疫情防控顺口溜》，
广泛宣传疫情防控措施。他还在党员微
信群、自然村群众微信群每天转发相关防
控知识，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强化宣
传引导，最大限度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引
导群众稳定情绪，讲卫生除陋习、不串门

不集会、不信谣不传谣。

保障后勤，解近虑排远忧

村里实施管控后,虽然人员流动少
了,但物资供应成了个大问题。

了解到村民这一现实需要，为满足群
众的生产生活需求，赵敏决定推出“爱心
代买服务”，与村组干部组建了小沙坪村

“红色暖心队”，通过微信群、电话、检测站
登记等方式收集村民采购需求，由“红色
暖心队”集中采购后分发到村民手中。

针对隔离人员、年老体弱、失独家庭
等弱势群体，提供直接上门服务，以减少
感染风险。此外，村中还设立了4个“临时
补给站”，配备了基本的生活及医疗物资，
以保障群众的基本需求。截止目前已协调
采购大米4.5吨、食用油200斤、到县城采
购婴儿奶粉、尿不湿、药品三批30人次，让
村组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爱。

在“红色暖心队”的带动和感召下，小
沙坪村的群众也积极参与到防控疫情工
作中。村民汪锦旋和金劲松捐赠人民币
2000元，曾锐、金标和汪俊世捐赠人民币
1000元，谢付军捐赠猪肉200斤，汪锦旋
捐赠竹碳10000斤……

小沙坪村全村3515人，其中有武汉
返乡234人，途经武汉32人，孝感返乡5
人，卾州返乡4人，黄冈2人。截止2月14
日，该村无疑似病例，无确诊病例。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会，总结昨天
工作，安排新一天的工作。”赵敏说，现在
疫情防控进入了关键时刻，作为农村基
层，一刻都不能放松。等天气好了之后，
他还要组织乡亲们恢复农业生产，尽量减
少损失。

“疫情不消，我就不回家”
——记市住建局驻崇阳县小沙坪村第一书记赵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庞赟

13日晚11:23，罗浩结束了一天的工
作回到宿舍。桌子上，同事帮忙留的饭早
就凉了，他拿到微波炉里热热。4分钟后，
他终于吃上了当天第一顿热饭……

窗外夜色已深，镇政府大楼内依旧灯
火通明。这个被称为“不夜城”的崇阳县
天城镇，曾经凌晨4点还在“沸腾”的小县
城，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变得空旷
而又冷清。

“身边的人都说我火了，许多好久不
见的朋友也打来电话祝贺，只是这疫情不
退，我心情更加沉重……”罗浩与记者聊
了起来。

“荣誉，不只属于我一个人”

1月26日，咸宁日报客户端《众志成
城抗疫情》图文直播栏目中，以《罗浩：托
起生命方舟》为题，对罗浩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出色工作进行报道；

1月27日，崇阳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嘉奖令，对其通令
嘉奖；

1月30日，罗浩被“火线”提拔为天城
镇党委委员，成为全国首个“火线”提拔的
干部。

一夜间，罗浩成了“网红”，其事迹被
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等各大媒体纷纷

转载。
“一天之内，我接了十几个记者的采

访电话，同事们还告诉我，网上关于我的
短视频点击量近千万，但我心里感觉‘受
之有愧’。”罗浩说。

他告诉记者，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
镇里很多干部都无所畏惧地冲在第一
线。比如，镇党委副书记徐干本来身体不
太好，在分管后勤保障时，亲自搬方便面、
烧开水、扛医疗用品、背消毒桶，每天只睡
三四个小时；31岁的镇党委组织委员陈
祯，疫情一出就主动请缨上一线，也是在
一线运送病人，甚至他父母从老家来看
他，也没打个“照面”……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只是抗疫
工作中一个非常普通的小角色，还有很多
跟我一样奋战在一线的人。”罗浩说。

“防控，不会因提拔而停止”

天城镇党委副书记徐卫平告诉记者，
连日来，罗浩每天早上6点多就得出门接
送需要隔离观察的人员，接着还得帮忙送
防护服、口罩、帐篷、矿泉水、食物等物资
到各个社区和村里。有患者出院时，也得
他去接。每天晚上，他还得先将当天情况
上报，然后接受意见反馈后，再及时上报
到县指挥部……

从2月9日起，我市组织专线客车赴湖
南岳阳，接回经当地防疫部门监测身体正常
的、滞留在外的咸宁老乡。这些人被接回咸
宁后，由各县市区指挥部统筹接回居住地，
并按要求开始为期14天的居家隔离。

“为安全起见，镇里又专门租了一辆
黑色的7座面包车，专门在高速出口负责
接送这些滞留外地的崇阳人，我轻车熟
路，就承担了这个任务。”罗浩告诉记者，
从2月9日起，他每晚还得接送这些回乡
乘客，至今已经接送了70多人回家。

“接送需要隔离观察人员，有被感染的
风险，你就不怕吗？”连日来，也有好多人这
么问罗浩。他说，起初，自己的确有点担心，
后来慢慢习惯了，只要平时注意勤洗手、勤
通风，多锻炼身体就能增强抵抗力……

“提拔对我而言，没有所谓的光环，反
而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担当。”罗浩说。

“忙碌，是为了更好的团聚”

“天城镇是崇阳县防疫阻击战的主阵
地，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再熟悉不过！”罗浩
告诉记者，天城镇下辖28个村、11个社区，
农业人口5.3万人，城镇人囗13万人。镇
上前往咸宁周边城市，特别是武汉打工、上
班、做生意的人特别多。粗略估算，近20
万总人口中，流动人口接近有上万人。

为了控制住疫情蔓延，各乡镇、社区
（村）干部的压力都非常大，而罗浩自己，
也因连续开车的时间较长，颈椎和腰椎都
开始酸痛。

“要说不累是假的，但我觉得自己是
军人出身，一定能撑得下去。再加上这段
时间，接连不断的爱心物资汇聚到崇阳，
还有云南医疗队赶来崇阳，让我们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他说。

考虑到罗浩工作的特殊性，天城镇特
意安排了一间值班室给罗浩他们当宿
舍。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放着两张
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机。被火线
提拔后，罗浩一直就吃住在这里。

“其实，今天是我女儿的10周岁生
日，但我实在太忙了，她打电话来都没时
间接。”罗浩告诉记者，从1月28日至今，
他还没有回过家一次，有一次接送患者时
路过家门口，当时恰逢饭点，老婆隔着门
递给他一盘饺子，让他边走边吃，自己心
里酸酸的。

“没想到，一场疫情，会让原本相亲相
爱的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都成了奢望。
不过，我们现在忙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
家庭能够团聚。”罗浩说，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疫情早点结束，让所有人的生活恢复正
常。

“火线提拔，意味着更多责任和担当”
——记崇阳县天城镇党委委员罗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535 户、2110 人，无
一人感染！”这是喻彬每天
听完最高兴的一句话。

喻彬今年54岁，是市
交通运输局四级调研员，
也是该局驻通山县燕厦乡
马桥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驻村第一书记。

自我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后，
他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先
是奋战在交通防疫第一
线，然后又转战在村庄乡
道间。

化解矛盾的“粉碎机”

1月下旬，市交通运输
局党组召开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专题部署会，喻
彬原本被安排在局机关协
助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一名党员，关键
时刻就得冲上去，像高速
收费站卡口，是当前疫情
防控的重要卡点，也是最
危险的战场，需要有人
去！”他主动申请到咸通高
速公路马桥收费站点，协
调市交通、公安、卫健、咸
通高速马桥收费站等部
门，联合做好出行该站车
辆、人员管控工作。

在站点一线，他对管
控政策和要求熟记于心，
每天对各部门、各单位人
员交接班情况都了如指
掌，对各类临时、突发问题
及时协调处理，连值守人
员后勤保障都考虑得很细
致。

“他为人亲切，工作严
谨踏实，面对一些不配合、
有情绪的过路人员时，他
总是耐心地解释、劝说，化
解了很多矛盾。”咸通高速
马桥收费站的值守人员都
这样评价他。

2月1日晚，在岗执勤
的喻彬又接到市扶贫办紧
急通知，让他立马赶赴驻
点村做好农村疫情防控工
作。

组织召唤，服从安排，
他连换洗的衣服都来不及
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将手
头工作进行交接后，就带
领队员赶往通山县燕厦乡
马桥村，投入该村的“抗疫
之战”中。

防控现场的“侦察兵”

摸排、核查、登记本村
务工经商返乡人员、出行人员，是搞好农村疫情防控的
基础工作和关键所在。

起初，喻彬和村干部们一起入户排查、宣传走访时，
不少村民没当一回事、根本不重视，甚至态度不好、不予
配合，但他们依然耐心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挨家
挨户、一户不少、一人不漏地进行了多轮次、全覆盖排查
摸底、登记。

马桥村共有村民535户、2110人，经过多番核查，截
止2月8日，该村有各类返乡和外地旅行史的共260人，
喻彬他们严格按疫情防控规定类别将他们纳入防控。

马桥村位于富水水库东南岸，东南与洪港镇杨林村
相邻，西南与九宫山镇赛头村接壤，106国道穿村而过。

根据燕夏乡政府安排，决定在马桥村设立疫情防控
交通管控劝返点，作为进出马桥、湖畔、碧水、成龙、湖
山、畅周六个村的必经、唯一通道。把好这道关口至关
重要，其工作量和风险度可想而知。为此，喻彬带领驻
村队员、村干部、志愿者等，无论白天黑夜、晴天雨天都
严格检查值守，耐心做好劝返工作。

村里防疫物资紧缺，工作队积极向燕厦乡政府、市
交通运输局报告申请，为该村筹来8350个口罩、120斤
消毒液、120支体温表等防护用品。

面对村民蔬菜、水果、生活日用品的需求，喻彬积极
配合村干部，组织各小组组长征集村民需求，再由村干
部统一代购。为了减少风险，提高工作效率，每次蔬菜、
水果、奶粉、药品等到了后，他立即组织各小组组长及时
认领物资，快速分发至村民手中。

“他就像一个疫情侦察兵，总能第一时间发现危险
并及时处理，也能第一时间看到群众所需，每次入户时
总不忘对我们唠叨：入户必做好自我防护，你们不是只
为自己负责，也是为了村民负责……”该村老党员王贤
开说，喻彬这样不厌其烦、默默无闻的付出，该村党员、
护林员、保洁员和一批志愿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都纷
纷主动加入疫情防控中。

顾不上家的“负心汉”

“我母亲76岁，独自一人居住在武汉，我原本打算
春节假期将她接来咸宁过年的，却因这突如其来的疫
情，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喻彬告诉记者，当前，武汉是疫
情重灾区，他经常为老母亲的身体健康担忧，无奈自己
工作责任在肩，只能偶尔给母亲打个电话问安。

其实，令喻彬愧疚的，还有他的妻子。妻子罹患重
症，他一直没有时间带她去医院检查，连日来自己一直
在外进行疫情防控，所以妻子做后续检查治疗和检查
等，他都没有陪伴，只是打了个电话表达自己的歉意和
关心。

喻彬本人在咸通高速马桥收费站值守时，因早出晚
归，工作站立时间长、劝返协调任务重，导致痔疮复发便
血，他强忍着疼痛，一直坚持在交通管制防疫工作一线。

“每个冲在战场上的人，都是克服了家里各种各样
的困难，默默地为抗疫工作奉献力量，只有大家安好，才
有小家安宁。”喻彬说，截至2月14日，马桥村暂无一例
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病例，无一例疑似病
例，无一例集中隔离病例，139名居家医学管理人员中有
100名申请解除医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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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在办公室见到葛旺祥时，
他正一边吃着饼干，一边电话里安排着酒
店的员工：“菜要荤素搭配，一定要保证安
全，一定要让医护人员吃得舒心。”

旁边的几大箱方便面、饼干，几大桶
水，就是他储备的“年饭”。

2月11日，咸安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按统一要
求，咸安区中医医院、咸安区妇幼保健院、
社区卫生院等70名一线医护人员入驻咸
宁凯悦大酒店。

“快一个月了，我终于结束了一个人
在酒店的‘留守’生活。”葛旺祥笑着说。

年近六旬的葛旺祥是凯悦大酒店的
董事长，是一名浙江客商。面对疫情，从1
月23日开始，他响应政府的号召，酒店关
门歇业，让所有员工放假，自己独自一人
坚守酒店：“长年在外奔波，每年我都会选
择回浙江老家和家人过个年，但今年情况
特殊，我就留下来吧，万一政府有需要，我
也好作安排。”

没想到，葛旺祥的“担心”成为了事
实。

2月5日，一位在家休息的酒店员工

致电葛旺祥反映，说咸安疫情防控指挥部
工作人员致电询问酒店能否作为隔离点。

由于员工没有留下具体的指挥部联
系人姓名。当晚，葛旺祥通过多个朋友，
直接拨通了咸安区防控指挥部常务副指
挥长、咸安区常务副区长郑奇明的手机：

“我现在就可以腾出酒店，供政府使用，全
力配合。”

此后几天，他又多次致电咸安区防控
指挥部，表达自己的强烈意愿：“我也是一
个老党员，能够提供场所作为政府的隔离
点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会尽我所能为
抗击疫情出一份力。”

在葛旺祥的“努力”下，2月11日，咸
安区防控指挥部的人员，在考察完酒店现
场情况后，通知他对酒店进行全面消毒，
准备人员入驻。

接到指令后，葛旺祥在公司微信群里
发出了一条消息。令他非常感动的是，得到
了员工的大力响应和支持，“酒店多是女同
志，半数以上都是妈妈，报名却一个不落。”

酒店前台钱珊珊是第一个报名的
员工，她告诉记者，看到新闻里一线医护
人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热饭热水都到不

了嘴边，累了在椅子上打个盹，脸被口罩
生生磨破了皮，心里既感动又心疼：“医护
人员不容易，我会用心服务，保障他们的
日常所需。”

今年50多岁的保洁员曾金安是酒店
的老员工，家住泉塘六组，家里有两个儿
子，还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本可以在家
里照顾家人。但她还是决定每天步行半
个多小时到酒店上班。“我家里人非常支
持我，儿子专门准备了口罩给我，让我做
好防护。”曾金安说。

由于公司管理层都回外地过年，不能
及时到岗，葛旺祥就临时当起这个“大管
家”，事无巨细，总要第一时间想到和做
到。他专门打电话给酒店厨房大师傅，每
日三餐的菜谱都要亲自过目，忙不过来的
时候，就和厨房的师傅们一起搬运菜品。
晚上，还要把酒店检查一遍才放心休息。

“年龄大了，精力有限，有时还真想有个
人能帮上一把，分担一点。”葛旺祥笑着说。

凯悦大酒店共有150个房间，目前用
于隔离房间100个，还有50个房间正在
改造升级。每个房间都严格按照标准设
置，为了给医护人员提供最好的休养环

境，每个人都是单人单间，房间条件也全
部为四星级标准，每间房卫生间、休息区、
用餐区一应俱全。并严格建立了管理制
度和防控制度，个人的防护设备设施都准
备齐全，以备应急之需。

“真心感谢酒店为我们做的一切！下
了夜班回来，酒店厨房的师傅都会给我们
准备热乎乎的饭，吃的有些想哭，在这里
住得很舒服，我刚才还和家里人视频，请
他们放心呢。”温泉卫生服务中心发热门
诊护士李文静说，自己所在的发热门诊算
是救治病患的第一道门坎，所有患者都要
从发热门诊过。这段时间她每天在医院上
班都很忙，好久没吃过一顿热乎的饭了。

凯悦大酒店是2007年由政府招商引
资进驻咸宁的一家浙商企业。十几年来，
公司扎根咸宁，多元经营，与咸宁一起发
展。“咸宁是我的第二故乡，虽然这次疫情
也给酒店生意造成了很大损失，但为了疫
情防控，这都不值一提。”

“我会坚守下去，直到疫情解除。不
仅如此，等疫情结束后，我还要介绍更多
浙江的朋友来咸宁投资发展，和我一起坚
守咸宁、建设咸宁。”葛旺祥说。

一个浙商的无悔坚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