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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补回来

把损失抢回来

渡普镇

嘉鱼“线上春风行动”助家门口就业
○ 通讯员

皮道琦

有几家企业提供的岗位还不错，目前等着
视频面试。
无独有偶。31 岁的簰洲湾镇中堡村村
民皮远途连日来也在本土企业中，
积极寻求
一份工作。
“去年添了二胎，
我想就陪在两个
“这一个月来，每天早上醒来，就有一
仔身边，
如果在县城上班，
以后过年再也不
串数字跳到我的脑子里，让我压力山大，
用抢火车票了！”
皮远途和爱人婚后就在深
广州的房租、嘉鱼的房贷、娃儿的奶粉纸
圳工作，到现在已经有 8 个年头。
尿裤……”今年 29 岁的嘉鱼城区人杨芸芸
“深圳那边企业开工都很早，我们每
在广州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月薪上万，但
年初六就要赶去上班。往常，我们都是坐
是疫情期间萌生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想
高铁，坐好几个小时还要转客运车，一次
法。
就是一整天，来回一趟真的不容易。”皮远
她说：
“之前我没打算在家上班，疫情
途说，这几年，村里很多去广东、浙江务工
发生后，我舍不得离开宝宝，而且时间不
的人都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等人，既然家这边企业缺人要人，我觉得
皮远途表示，这几年在深圳积累了一
就近上班也可以尽早挽回一些损失，好应
些工程机械类工作经验，准备联系湖北元
付生活所需。
”
拓铝合金制造有限公司谋得一份工作。
眼下，杨芸芸已经开始找工作，嘉鱼 “我已经与企业人事部门取得了联系，近
人社局举办了很多网上招聘活动，上面的
期准备安排面试。
”
岗位信息都很详细，她表示嘉鱼产业新城
据悉，疫情期间为方便广大求职者，

龙钰

嘉鱼县开展了“线上春风行动”招揽人才，
转招聘会从线下招聘为线上，引导 51 家企
业登录注册参加网络招聘会，收集、制作
企业招工岗位一览表，提供就业岗位 3047
个，通过公共招聘网、电视台、人才网、电
子屏等各类媒体平台发布企业招工信息，
均为该县求职者实现家门口就业创造了
良好条件和机遇。
“除了线上招聘，我们还对农村劳动
力进行拉网排查，通过电话问询、入户排
查等方式，对全县 8 个镇的劳力情况进行
详细摸底。”县公共人才局局长汤林说，根
据调查数据显示，我们已外出和计划外出
的农村劳动力共计 61210 人。
“针对有计划外出务工的这一部分劳
动力，我们第一时间告知他们有关求职渠
道，由企业将应聘人员的相关资料发送给
我人社部门，由工作人员登记审查后进行
电话和网络初试，初试通过者待疫情结束
后再到企业进行复试。”县公共人才局局

长汤林说，我们通过这种形式，尽可能帮
助本地企业留住人才，同时也帮劳动者实
现家门口就业。
目前，嘉鱼县正在加急印制企业招工
手册和人社政策宣传手册 2 万份，将通过
进村入户的方式逐户进行宣传，将企业招
聘岗位信息送到千家万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企业抗击
疫情，稳定就业岗位不裁员或少裁员，县
人社局还通过稳岗返还政策来对企业进
行援助，并且全程实行不见面审批，利用
社保系统进行数据筛选，确保筛选到一
家，及时对接一家。
嘉鱼县已为 94 家企业发放稳岗补贴
返还资金 119.07 万元，惠及企业职工 5398
人，发放的稳岗补贴将用于企业职工生活
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
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相关支出。第二
批 13 家企业的稳岗补贴返还资金将于 3
月底前全部拨付到位。

复工专车点对点
本报讯 通讯员戴莹、杨飞报道：
“ 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我们厂里通知要复工，我又没有车去广东。休息
了这么久，我再不去都要失业了。”3 月 17 日，渡普镇王
家庄村外出务工人员周元兵感激地说。
近期，按照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渡普镇已有
序开展复工复产行动。3 月 16 日，一群到广东中山务
工人员到镇指挥部开具通行证，但是苦于无车前去，
想寻求政府帮助。
该镇党委副书记陈明在得知此消息时，迅速与
县防疫指挥部交通组联系，希望能安排专车送他们
安全返岗。交通组在得知情况后，一方面要求渡普
镇做好健康体检及“四类”人员比对等工作，另一方
面迅速做好车辆调度保障，确保人员和车辆能顺利
出发，安全抵达。
3 月 17 日早上八点，渡普镇首批复工专车整装待
发，22 名返岗复工人员如愿离开渡普镇外出务工，在 9
小时后抵达目的地——广东中山。
下一步，渡普镇还将继续登记、统计外出务工人
员返岗需求，尽力为大家提供“点对点、一对一”一站
式的专车运输服务，全力解决外出务工人员“返岗难”
问题。

陆溪镇

交通安全劝导忙
本报讯 通讯员熊熙、刘奥报道：为进一步做好交
通安全和防疫宣传工作，3 月 19 日，陆溪镇组织镇、村
交通劝导员在主要路口开展交通安全劝导活动。
活动现场，劝导员身穿交警反光背心，戴着口罩
向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交通劝导，强调人人都要遵
守交通规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开展防疫知识
宣传，劝导大家出门要戴好口罩，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工作。
据了解，该镇将持续在国道出入口处和广大群众
进入镇、村道路口等重点路段设置检查点，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劝导一起，及时纠正交通
违法行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守护安全，人人相关。通过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辖区群众对新冠肺炎疫情防
护知识和交通安全的认识，为疫情防控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葡萄园里
果农忙

潘家湾镇

近日，新街镇晒甲山村世外萄园里，
果农们有的在无花果大棚除草，有的在
葡萄大棚修剪枝丫，有的在桃树棚搭建
撑杆，忙碌，充实，尽显生机勃勃。该园
北临长江，南倚武嘉公路，一共有 50 个大
棚，占地近 40 亩，一年四季主要种植葡
萄、无花果、桑葚、黄桃、枇杷、紫薇花等，
园区把旅游、观光、采摘融为一体，为游
客提供采摘乐趣，
尽享田园风光。
通讯员 杨远思 摄

社戒社康勤检测

朋友圈里卖草莓
○ 通讯员
“你什么时候开始种草莓了呀?”
“我哪会种什么草莓啊，
我们这有个浙
江老乡种的，
因为草莓卖不出去，
再这样下
去一年得亏不少，
我就帮他推广推广。
”
3 月 16 日，朋友圈的一条售卖草莓的
对话消息引起笔者的好奇，再三追问下得
知，该草莓来自新街镇三畈村的一个草莓
园。因疫情的发生，运往超市的途径被切

封封信件留深情
○ 通讯员

熊琦 杨远思
断，也没有人前来采摘，眼瞅着三十几亩
的草莓要烂在地里，老板肖早红内心十分
愁闷。
刘锋是新街镇三畈村的一名村干部，
他想：肖老板在本地没有熟悉的人，何不
试试帮他在朋友圈卖一下呢。于是，白
天，刘锋忙着村里的事，晚上，便在朋友圈
打起广告做起了
“客服”
。

云南援嘉医疗队于 3 月 22 日返回云
南，离别之际，医疗队的成员们清扫了纸
屑、擦干了污渍，把嘉鱼临时的“家”还原
的不留“痕迹”，房间桌子上工整放着感谢
信。
据了解，临别嘉鱼启程回乡之际，云南
援嘉医疗队成员们将居住的嘉晟酒店的房
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不留纸屑、不留

雷平
污渍、不留物品，尽量还原房间原有的样
子，还把房间的门把手、桌面、洗脸池、电视
等所有物品的表面，都进行了清洁和消毒。
云南援嘉医疗队成员介绍，在嘉鱼嘉
晟酒店入住期间，酒店细致周到的服务让
他们感到
“暖心”
！
医疗队成员们表示：
“嘉鱼为我们付出
这么多，
我们做这点小事是应该的！”

本报讯 通讯员刘天宏报道：近期，随着企业复
工复产，人员流动性加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
控工作也面临新的考验。潘家湾镇戒毒中心根据现实
情况科学调整工作方式，主动作为，在做好涉毒重点人
员入户调查和登记造册的基础上，对社戒社康人员进
行尿检和毛发检测。
活动中，潘家湾镇禁毒工作人员向社戒社康人员
发放了禁毒相关教育学习资料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治知识，重点讲解了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并
叮嘱涉毒人员带好口罩，
坚决做好个人防护。
按照真实透明、不留死角的原则，此次参加尿检的
37 人按照花名册登记领取检测杯，在工作人员的监督
下到尿检室提取尿液样品，再交由具备尿检资质的民
警检测，
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通过此次突击集中尿检活动，潘家湾镇切实增
强了对社戒社康人员的监督和管控，促进了禁毒工
作的落实。

“疫”线女强人
○ 通讯员

许施龙：医院后勤
“转行”
120 司机
○ 通讯员

“120 吗？我是发热门诊，这里有一位
发热患者，请你们马上送往县人民医院进
行隔离治疗”
“
。收到！马上出发！”
许施龙，嘉鱼县人民医院一名普通的
后勤司机。因为疫情需要，他主动请缨，
“转行”成为一名 120 急救车司机。于是，
“收到！马上出发！”那句话几乎是他最近
说得最多的话。
从 3 月 3 日起，他每天都是连轴转，开
着救护车转诊接送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往
返于县人民医院，各镇卫生院，累计出车高
达 200 余趟。
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疫情期间，120 急救车司机紧张，我
的驾驶照是 B 照，当我知道 120 急救车缺
司机的时候，我临时转行成为一名 120 司
机。
”许施龙说。
第一次出车，许施龙印象深刻，他接到
调度中心的出车指令：
“有一名患者，要紧
急转院。
”
挂完电话，许施龙知道这趟任务不简

单。之前在网上看到疫情如何厉害，但毕
竟只是停留在网上，如今突然出现在面前，
多少让人有些措手不及。在真实的疫情面
前，谁都会担心，甚至畏惧。
“说不怕，那是骗人的。”回忆此事，他
说，
“可再困难的工作总得有人来做，而且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
这段时间，许施龙一直坚守在工作岗
位 上 ，每 天 24 小 时 值 班 ，没 有 休 息 过 一
天。
“运送普通病人的任务加重了，最多的
时候一天出车跑了 25 趟，光路上跑就 20
多个小时。”周斌说，从大年三十取消休假
到现在，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累了就在驾
驶座上眯一会；没有正点吃过一顿饭，经常
是站在路边匆匆吃一碗泡面。
除了开展日常急救接送任务之外，周
斌还承担了从外地接回新救护车的工
作。
“ 疫情期间，医院联系了 6 台新的负压
型救护车，最远的一次在广东。”许施龙
说，那一次去广东因为疫情防控，碰了不

皮道琦
少钉子，走到湖南还被遣返过一次，辗转
往返了好几次，还好，最终还是把所有问
题都解决了。
许施龙回忆，有一天凌晨 1 点，寂静
的嘉鱼城区街道，蓝色警示灯划破宁静的
夜空。忙活了一整天的他，刚刚回到宿舍
准备吃碗泡面，刚刚准备下筷子，一个电
话过来，他带着饥饿和疲惫的身躯又出发
了。
后来凌晨 2 点一次，3 点一次，5 点一
次，第二天早上 7 点又一次……
泡面还是那碗泡面，一口都没动。
第二天 9 点回到宿舍，把前一晚没吃
的泡面又热了热，刚捧起泡面，手机响了起
来，9 岁的女儿连发三条微信。
“爸，我在朋
友圈看到你又工作到半夜”
“ 你一定要小
心”
“ 做好防护”寥寥数字，许施龙鼻酸不
已，这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来自不善言辞
的女儿的关心，揉了揉鼻子，他回了日常嘱
咐了千万遍的话，
“防护做得很好，不要担
心，千万不要外出。
”

放下手机，许施龙才想起，他已经一个
多月没有跟家人联系了。
从 1 月 23 日起，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也为了家人的安全，许施龙就再也没有回
过家，
住在医院安排的宿舍里。
家人没有埋怨，只是时不时在微信里
发消息提醒他。
“妻子也是县人民医院的一
名财务，我父亲是一名民警，他们都坚守在
防控一线，所以对于我的工作，他们是支持
的。”
“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为什么是我，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岗位，这是我的职责。
当穿上工装后，我就感觉像是穿上了盔甲
一样，自带光环，无所畏惧！”许施龙满怀信
心而又坚定地说。
“转行”
“120”司机以来，每天工作超
12 个小时，睡觉也不敢脱下工作服……高
压下，他没有一丝怨言，
“我觉得这是我的
职责所在，累点不算什么！”许施龙说，自己
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赶紧过去，回家好好
的睡一觉。

邓丹

骆潘

官桥镇大牛山村有一个巾帼“战疫”英雄，自 1 月
23 日开始，主动放弃合家团聚、欢度春节的机会，在一
线工作至今。她就是该村村妇联主任龚云兰。
龚云兰家离村部距离近 3 公里，疫情期间她每天
上下班步行超过 45 分钟。作为一个体弱的女同志，
大年三十晚，她却不惧寒风与其他村干部一同值守在
武深高速嘉鱼南卡口，第二天她又带上了口罩再次投
入到摸排返乡人员和“四类人员”体温监测工作，自此
坚持至今、从未间断!
上届老书记任松青曾问她“我看你每天都工作
在防疫一线，吃得饱饭吗?身体扛得住吗?”龚云兰笑
着说道：
“ 您不用担心，我们有热乎的盒饭吃，为了早
日控制疫情，再弱的身体也必须扛得住!”感谢老书
记关心“比起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我们只是
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龚云
兰说道。
3 月开始，气温回升，森林防火压力陡增，龚云兰再
次投入到森林防火工作之中。上午 9 时，她会准时出
现在林场巡逻队伍之中，中午 12 时，她开始组织返乡
人员进行体温监测，下午 3 时她则会再次出现在林场
之中，
晚上在卡口会见到她的身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每个基层党员和干部在
心底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大牛山这个村集体中，
还有很多这样的干部。村第一书记聂拥军曾说：
“这群
人总是冲锋在前，勇于担当，不管前方有啥艰苦，他们
没有一刻会松懈，更不会退缩，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真
正的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