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攻略是以身作则，复工复产靠智慧勤劳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这次疫情确实造成了很大影响，但通过开展
防疫工作，村民对村支两委和扶贫工作队更信赖
了，参与村内事务的热情更高
了。”说这话的，是株洲醴陵市
官庄镇桃花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张敏。

正月初七，张敏安葬了外婆，
匆匆赶回桃花村，迅速开展疫情
防控和扶贫工作。

“魔性”刷屏、以身作则、党员带头、群策群
力……这些都是疫情期间，张敏和桃花村村民的
关键词。抗击病毒、守护家园的口号，被落实到
了一切从简的葬礼、互帮互助的防疫工作、人居
环境的清洁、复工复产的行动之中。

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

情了。

看到新闻后，张敏立

即在桃花村村支两委微信

群发信息 ：“赶紧排查村

里的武汉返乡人员！”

经过排查，村里共有

12 名武汉返乡人员，其中

包括一家五口，他们在武

汉封城前夕自驾回村。“是

我们桃花村的女儿，带着

丈夫孩子以及公公婆婆一

起回娘家过年。”张敏说。

大年三十那天，张敏

给他们打电话，提醒要居

家隔离。起初，这家人对

“不许出门”这事不以为

然，经过张敏再三劝说，

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除此之外，张敏还要求他

们每天测两次体温，有异

常 情 况 及 时上 报。 担心

被隔离家庭日常生活受影

响，村支两委还承担起了

给他们送日用品及米面粮

油的工作。

春节期间，每天早上

一 睁 眼， 张 敏 的 第 一 件

事就是打开微信，往村民

群里发疫情相关的新闻和

防疫注意事项，并反复强

调：“不能串门、不要聚集，

电话拜年也很好！”

在她持续不断地“魔

性刷屏”下，村民渐渐对

防疫这件事上心了——有

8 户人家退掉了预定好的

酒席。此外，村里关闭了

16 家棋牌室和 7 家商店，

督促 4 家销售米油等生活

必须品的商店建立销售台

账。

目前，桃花村没有出

现一例确诊或疑似病例。

正月初七，是张敏外婆下

葬的日子。

老人育有 7 名子女，如今

离去，家人都想为她好好操

办身后事。“现在是非常时期，

如果因为我们操办葬礼而造

成疫情蔓延，甚至危及大家

的生命，外婆肯定也不愿意看

到。不传染、不添乱，就是大

孝。”张敏先说动了爸妈，又

给其他家人做工作。最终，他

们只请了几个人送葬，一桌酒

席也没办，葬礼期间的伙食是

方便面。

送完外婆最后一程，张敏

又匆匆赶回了桃花村。

和张敏面临同样情况的，

还有 桃 花 村 村主任 钟光 辉。

疫情期间，他的母亲、岳母

先后去世。特殊时期，自己母

亲的葬礼可以从简，但岳母的

葬礼怎么办？毕竟还要顾及妻

子的情绪。

为此，张敏给他打电话：

“你是村主任，还是村里敬老

院 的 院 长， 有 63 名 老 人 需

要你照顾。万一你被感染了，

那些体弱的老人岂不是更危

险？”最终，钟光辉给亲友做

工作，岳母的葬礼同样从简，

没有摆一桌酒席，没有收一分

礼金。

回村后，张敏对防疫工

作抓得更紧了。她和扶贫工

作队队员、村干部一起，走

访棋牌室、商店，张贴《醴

陵市民疫情防控“十不准”》，

印刷 3000 份《告全体村民的

一封信》逐户发放，给隔离

在家的武汉返乡人员送上口

罩和消毒液。

之前十分反感居家隔离的

疫区返乡人员，在过了 14 天

的隔离期且全家身体无异常

后， 仍旧主动 继 续“ 宅 家”，

不串门、不聚集。

“张队长，我们买不到种子。”“我买

不到肥料。”“张队长，我家还有好多红

薯粉没卖完”……防疫期间交通不便，“买

不到”和“卖不出”成了村民们的难题。

怎么办？

买不到种子肥料，张敏就摸底列清

单，记录下每家每户需要的生产资料，

由村上统一购买配送；红薯粉卖不出去，

张敏对接扶贫办和后盾单位，3000 斤

红薯粉销售一空。“年前我们已经通过

集中销售把村里的土鸡都卖完了，现在

滞留的农副产品很少。”

张敏还摸底了贫困户复工情况，“有

63 人确定会外出到原单位复工，19 人

已经复工，还有 11 人有外出复工需求”。

为此，张敏又推出了一系列“福利”——

外出复工的，村上视工作地点远近发放

口罩 1~5 个；有务工需求的，张敏记录

下他们的劳动技能、就业地点、意向工

资等，统一上报至人社部门，为他们寻

找合适的工作。至于没有外出务工打算

的贫困户，张敏也做好了准备。桃花村

有三个贫困户自发组建的合作社，通过

扶贫队对接，4000 棵杉树苗、30 亩柚

子树苗和茶树苗已成功运送至桃花村。

“我有信心能确保 70 户贫困户 222

人，能务工的务工，能养 殖的养 殖。”

张敏说，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

年，接下来，她会继续为了桃花村的脱

贫致富努力奋斗。

赵娜：
抗疫一线，
“娜”么给力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柏劲松

永州市委党校驻新田县

龙泉镇大湾村工作队是该

市唯一的市派女子扶贫工

作队。赵娜是该工作队队

长，也是全市唯一的“80后”

市派女队长。

正月初五，赵娜离开家，

奔赴扶贫点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她组织村支两委采

取发宣传资料、流动喇叭

和电子屏循环播放等方式宣

传防控知识。同时，在村

主道路口布点设卡，并带头

值班、入户摸排返乡人员，

还发动党员、村民参与关卡

值班轮守。

期间，村里有位老娭毑

过生日。以往，她都要在

家摆上五六桌，以此庆祝。

赵娜得知情况后，立刻与

老人的儿媳沟通，通过她

去给老人讲道理。一开始，

老人很不理解，赵娜不厌

其烦耐心解释，谈疫病的

传染性和聚会的危害性，

老人终于同意不再宴请。

疫情防控期间，驻村

工作队先后成功劝阻了

20 多起来村走亲访友的

人员，对 57 名外省回村

人员逐一进行摸排、登记，

掌握了他们的回乡时间、

乘坐工具、有无湖北籍人

员接触史等情况。

受疫情影响，村民不能

随意外出。赵娜发现有的

村民没米、缺菜，立即与

村主任商量解决办法，并

联系隔壁村卖肉的小贩每周

定期为村民送猪肉和蔬菜。

此外，她还安排了一名党员

帮助村民采购日常用品。

永州

“魔性”刷屏，让村民重视疫情

逐户发放《给全体村民的一封信》后，

张敏总会再问问村民的身体及生活情况。

党员带头，
全村加入防疫保卫战

“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员起

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张敏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村里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

疫情防控巡防队、卫生保洁队、爱心义

务劝导队、春耕生产指导队和信息监测

队。还有党员主动请缨，驻守在村道入

口检测点，每天早上 6 点 30 分到下午 6

点 30 分，需要站岗 12 个小时，“村支两

委加上我们扶贫队才 8 个人，如果没有

党员的积极参与，工作将很难迅速开展”。

张敏说，在党员的带头下，许多村

民也自发开展起防疫工作。村口的监测

点需要 24 小时值班，有村民看到他们

没有帐篷，下雨时还得撑伞站岗，便给

他们送来了帐篷；女村民钟艳把四处采

购的 200 个口罩送到村部，捐赠给村委

会值班人员使用；村民易雪辉为值班人

员送来矿泉水、方便面，还有村民送来

了 8 箱水果；村上的正冲金矿为桃花村

疫情防控捐赠了 5000 元…… 

这次疫情还推动了桃花村的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疫情来了，我们反复强

调‘环境好才能身体好’，村民改陋习、

搞卫生的热情比以往高多了。”张敏说，

全村大扫除那天，桃花村共清理出 21

车垃圾，连垃圾车师傅也忍不住打趣：

“我在外面干一个月，都不如在你们这

做一天赚得多！”

复工复产，解决
“买不到”“卖不出”难题

以身作则，
亲人葬礼从简

张敏（右四）和村干部、扶贫队员及党员一起在村口的监测点轮
流值班。

扫一扫，
分享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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