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城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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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疫期生活管家婆

赤壁市交警大队筑牢疫情防控坚固屏障
通讯员
核对车辆信息、查验通行证、劝阻行
人居家隔离……这些繁琐的事情，他一遍
又一遍，做了无数遍；一天又一天，做了
40 天。他就是赤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一
中队中队长陈亚刚。现年 55 岁的他，顾
不上自己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的身体，随时
可能出现的危险，却始终将保护人民生命
健康的使命放在心头，从大年初一到现
在，24 小时坚守在二桥疫情防控点，对出
入车辆逐一排查登记和检测工作，以自身
的实际行动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他说：
“作为一名党员，困难面前我们
永远是先锋。
”
这样的先锋在赤壁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不胜枚举。自接到疫情防控任务后，
交警大队党总支严格执行市防控指挥部
和局党委的决策部署，迅速开展警力调度
安排，不断细化和优化交通管控方案，在
全市城乡道路共设 9 个执勤卡点，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管控，累计投入警力 3500
人次，警车 300 台次。无论阴晴雨雪，白
天黑夜，
他们坚守岗位，毫不松懈。
1 月 28 日，一条民警在深夜的卡点
前来回跺脚取暖的视频，经赤壁市融媒体
中心抖音号推出，立即引来点赞无数。视

张升明 余晶

彭海社

交警在卡口查验通行车辆信息。通讯员
频中的民警叫骆滨，一名交通警察。
“当时
我和战友们在黄龙河堤上值守，由于前几
天一直是风雨天气，气温低，晚上更低，我

张升明

摄

们当时没有取暖器，所以用这种方式取
暖。”无意中走红网络的骆滨，谈起那天晚
上，挺羞涩。但这样的事情，每一位值守

的人员都深有体会。
“白天执勤还好受一些，到了晚上寒
风刺骨，拦车、查验证件、放行……一个晚
上没事，连续几个，甚至几十个晚上，白天
黑夜连轴转确实挺辛苦。
”
交警大队陆水中
队指导员，现年 50 岁的邵燕明深有感触。
1 月 22 日，
她就到了工作岗位——红旗桥
卡口，
每天带领陆水中队民警设卡，
坚持逢
车必查，逢人必检，共计检查车辆 4000 余
台次，人员 3000 余人，劝返车辆 380 余台
次，并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向司乘人员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
设身处地为他们答疑解惑，
排忧解难。是什么使她在风霜雪雨中一路
坚持下来？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担当
与责任。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
必须挺身而出！邵燕明说。
40 天风霜雪雨，40 天风雨无阻。他
们用血肉之躯，坚守住每一个卡口，累计
检查放行参与防控车辆 53000 余台次，
劝导车辆 7100 台次，劝导人员 11600 余
人次，查扣违法行驶的汽车 36 台、摩托
车、电动车 1280 台，办理现场执法案件
443 起，非现场执法录入 640 起，为赤壁
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筑起一道道坚固
的铜钱铁壁。

战
“疫”110 坚守
“生命线”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邓醒凡报道：
战
“疫”打响之时古城赤壁被按下了
“暂停
键”，赤壁市公安局立即启动战时勤务模
式，
“ 取消休假，全员在岗”是 110 指挥中
心向全体民辅警发出的第一条命令，是命
令更是打赢抗疫攻坚战的决心。
自 1 月 23 日起，110 报警服务台进入
“战时状态”，全员在岗备勤，轮班上岗，
24 小时坚守。只为封城之后人们急需救

助时能听到一声暖心的：
您好，
赤壁 110！
疫情发生以来，违法犯罪类警情有所
下降，咨询、求助类警情大幅增加，有咨询
交通限行措施的，有因病就诊求助的，还
有报名参加志愿活动、咨询物资捐赠事宜
的等等，这些警情，接警员都会一一回
应。接警员们一刻不停，接警、梳理警情
内容，反复核对分析每一条信息，及时将
上报。

2 月 13 日晚 7 时许，110 报警服务
台接报警称：赤壁市妇幼医院一名产妇需
要立即转院至咸宁市妇幼医院做手术。
110 指挥中心立即向赤壁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汇报了该情况，在联系了咸宁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后，沿线各卡点为该产妇开通
了生命通道，次日传来消息：孩子和妈妈
都保住了。
疫情防控期，每一名接警员都是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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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紧，累了就在岗位上休息一会儿，饿了
就吃盒泡面，不漏过一个警情，一条指令，
确保警情迅速传达，任务第一时间落实。
如果说 110 报警电话是一条能救人
于水火的生命线，那么，这些 110 接警员
就是这条生命线上最忠实的守护者。他
们虽然不是冲锋在一线执勤岗位上的战
士，但是他们用责任和担当为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日夜坚守着。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报道：居家隔离抗疫，居民们的
生活如何保证，是否建立了稳定的供应体系，畅通的供应渠
道，物资保障是否充裕，能否保证在第一时间送到居民家
中？对此，赤壁市商务局一边对周边蔬菜基地进行摸底，同
时各方联系物资供应商，建立起稳定的供货渠道；一边联系
城区各大商超，
合理安排 7 个定点供货位置。
在盛百客超市，每天工作人员按照荤菜、蔬菜标准，将
物资进行打包。然后，根据各社区下来的订单，进行订单打
包，分送给各个社区。据介绍，高峰期的时候，该超市每天
就有 600 多个订单。工作人员就要当搬运工和司机，保证
当天的订单当天配送到相关的小区，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
为打通居民需求的最后一公里，不仅超市工作人员，每
一个小区的值守人员，都是居民们的服务员。居民有什么
需求，只要在社区微信群里通知一声，值守人员立马安排到
位，让市民居家隔离生活有保障，需求有回应。
“我是外出务工人员，什么时候能解封呢？”
“我们家突
然停水了，是怎么回事？”每天，在市便民服务热线接线中
心，接线员都会耐心地解答市民们的各种问题。
疫情防控期间，
赤壁市开办了 24 小时便民服务热线，
帮
助处理广大市民日常生活基本需求，方便市民了解、查询防
疫政策和资讯。便民服务热线相关负责人介绍，
便民服务热
线从 1 月 31 日就开办了，接线员严格实行 24 小时 3 班制。
截至 3 月 4 日，
接热线电话共为市民答疑解惑达六千多人次。

赤壁供销社

战
“疫”
不停促春耕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报道：
“多亏供销社帮我们协调办
理了通行证和工作证，我们的化肥目前正在积极向各乡镇
调运，随时投入春耕使用。”3 月 3 日，一大早，赤壁市瑞丰农
资公司负责人赵华就在公司仓库忙着清点、搬运化肥。
春耕在即，
农时紧迫。为畅通市内农资配送渠道，
市供
销社通过与指挥部和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
为瑞丰农资公司
工作人员和运输车辆办理了工作证和车辆通行证，
在做好消
毒、
测温、
登记的前提下，
安全及时将农资商品配送到各个经
营网点和种粮大户，目前已销售各类农资商品 500 余吨。
为切实做好农业企业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工作，赤壁
市供销社认真落实省供销总社疫情期间保供保春耕云视频
会议精神，迅速成立了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工作专班，对全
市系统内农资储备情况和网点经营情况进行了全盘摸底。
目前全系统储备各类化肥 3800 吨、农药 100 多吨、农膜
120 吨、鱼虾饲料 50 吨，基本上能保证市场需求。同时，市
供销社积极与农资生产厂家对接，
确保后续农资随时调运。

华润燃气赤壁公司

持续稳定保供应
本报讯 通讯员张文报道：一台车、两个人、一部圈存
设备，这是华润燃气赤壁公司“便民服务队”的标准配置。
由于疫情期间用户出门不便，为了确保疫情期间居民用气
稳定供应，华润燃气赤壁公司便成立两支保障队伍，每天奔
赴全市各小区为用户进行圈存充值服务。用户只需将燃气
卡交给小区值守点工作人员，把充值金额扫码支付给社区
人员，
便可享受
“无接触式”
充值服务。
自疫情发生以来，华润燃气赤壁公司 4 个工作小组、36
名工作人员轮换交班，站点值守、管线巡检等岗位全勤无
休。并配备数字化监控系统,由专人 24 小时监控燃气输配
网络,保障 24 小时稳定供气。为我市天然气气源、管网运
行和群众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
疫情期间，华润燃气赤壁公司不断提升服务、加强保
障，实现了全市 6 万多家天然气用户从厂区到厨房的持续
稳定供应。

我们胜利了
“ 新 冠 病 毒 不 可 怕 ，我 们 已 经 战 胜
它。”3 月 5 日，赤壁市人民医院隔离病区
前，云南、赤壁联合医疗队欢声震天。
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赤壁市人民
医院作为该市唯一定点救治医院，先后
构建 14 个病区，专门收治发热患者。40
余天来，在赤壁、云南联合医疗队的共同
努力下，与死神赛跑，同病毒搏斗，该院
新冠肺炎患者接连康复出院。目前，
该院
14 个隔离病区除隔离五区和重症隔离区
外，
其它病区全部撤区。
通讯员 汪孝文 摄

赤壁铁塔人

力排故障保畅通

大疫当前，赤壁市水务集团全体员工立足本职、团结一心，为防疫
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全力提供安全供水保障 ——

随水而动，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舒鹏报道：
“我们会根据水质检测中心反馈的数据，
更加精准地调整消毒药剂投加量。
”每日，
中心水厂厂长白胜军都会与技术厂长一
起，仔细研判水质检测数据，巡查监管取
水、制水设备设施运转，确保生产水质安
全达标。
大疫当前，赤壁市水务集团全体员工
立足本职、团结一心，为防疫防控和有序
复工复产默默提供安全供水保障。
每日早晨 7 点多，谈周妍一边给自己
打气，一边带好取样箱，穿梭于陆水湖水
库原水取样点、制水厂出厂水取样点、新
老城区管网末梢取样点取水样，并密封编
号打好标识，将水样送到水务集团水质检
测中心，
开始忙碌而又繁琐的水质检测工
作。原水每日常规检测 15 项、出厂水每
日常规检测 15 项、管网末梢水每日常规
检测 7 项，一日下来连续工作近 9 个小
时。忙完了这些，
谈周妍赶紧将检测数据
反馈给中心水厂，
并交给集团计算机中心
每日公示。
越是在特殊时刻，
越要快速反应。疫

情期间，
水务集团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正
常安全供水，成立了抢修突击队，所有抢
修突击队员随叫随到、随时准备出现场，
在最短的时间内抢修恢复，
把维修影响降
到最低。
大年三十中午，
刚放下碗筷的程冬民
接到市民报修电话，说老中心粮店红绿灯
处漏水。程冬民二话不说，
立即出门开着
维修车辆接上两名维修工人，迅速组织现
场抢修。1 月 27 日大年初三，东洲桥头
德和医院 DN800 水泥管破裂，程冬民、张
荣迅速带队测量定位找准具体破裂点，组
织开挖抢修。2 月 10 日抢修大众美食城
路口 DN200 钢管，2 月 14 日上门维修沿
河大道新浪湾小区居民室内管道，2 月 17
日抢修大石桥红绿灯路口威斯豪汀酒店
隔离点门口 DN300 铸铁管，2 月 19 日抢
修和被打倒与银轮大道红绿灯路口
DN300 铸铁管，2 月 27 日抢修老纸厂生
活区 DN100 钢管……，大大小小，每日都
有
“战斗”
。
自 1 月 24 日以来，市水务集团维修
抢修突击队及时抢修 DN100 及以上供水

本报讯 通讯员黄笛报道：他们签下保障通信的
“军令
状”，24 小时全天待命，每天穿梭在山间田野、城市角落，在
高高耸立的基站前忙碌着，
他们就是赤壁铁塔人。
2 月 15 日，赤壁市出现大范围降雪，造成部分通信基站
停电，导致基站辐射范围内的通信信号中断，严重影响周边
居民的通信需求以及防疫重要信息的传达。收到故障信息
后，凌晨 4 点 28 分，赤壁铁塔抢修员们迅速赶往故障站点，
争分夺秒，排除故障。中午 13 点 53 分，官塘网格全部基站
恢复运行。维护员们顾不上吃一口午饭，又前往城区、神山
镇等地，再次投入通信抢修之中，晚上 22 点 30，故障基站
恢复正常运行。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赤壁铁塔按照通信运行保
障工作要求，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坚守工作岗位，全力保障
居民通信需求。2 月份全市累计出动抢修车辆 139 台次、
抢修人员 239 人次，排查处理各类通信基站故障 130 站
次。将市内收治医院、疫情留观点、隔离居住酒店周边共计
12 个基站纳入重点保障基站，VIP 站点 19 个，共计 31 个基
站实施特级重保，确保了全市通信基站的安全可靠运行、网
络覆盖到位，为赤壁市疫情防控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

农家书屋

让居家隔离不枯燥

水务人进行水管抢修
管道 17 处，维修小区供水管道 43 处，上
门维修室内管道零件 11 次。
随 水 而 动 ，哪 里 需 要 就 往 哪 里 去 ，

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去，为保证疫
情阻击战大获全胜，赤壁水务人时刻准
备着。

本报讯 通讯员童金璐报道：
“您说的《米小圈上学记》这
本书农家书屋里有，
等下给您送过去，
还想看其它书吗？
”
放下
电话，
柳山湖镇团山村妇联主席孟翔梅从农家书屋取出书，
送
往借阅人张佳齐家中，
让宅在家的小朋友补充课外知识。
为了让村民安心“宅”家抗疫，团山村通过村微信群发
布农家书屋借阅信息，村民想看什么书，农家书屋
“快递员”
孟翔梅便将书送到村民手中。
“以前在外上班加班日子多，
都没时间看书给自己充充电，
现在居家隔离正好时间充裕，
农家书屋又能借阅书籍看，
书籍
品种多，
想看的书籍也挺多的。
”团山村返乡人员梅果说。
据了解，团山村农家书屋共有藏书 1023 本，有名人名
著、
幼儿读物、
儿童教育辅导书、
农业技术知识等书籍。当地
龙虾养殖户较多，
农家书屋还储备了龙虾养殖技术类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