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 初 心 与 爱 心 坚 守 在 抗 疫 一 线

———鲁屯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见闻

特约记者 车所有

“师傅，你好！你是从哪里过来？麻烦

你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请积极配合我们

的检测。 ”

“好的。 我是从兴义过来的，老家在

本地。 ”

“等一下，我们要进行登记，可能耽

误你几分钟。 待我们的医务人员检测体

温后，正常的话，可以放行。 ”

……

连日来，在义龙新区各疫情防控宣传

服务站，工作人员日夜坚守岗位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而在全区每个疫情防控宣传

服务站都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对进入

车辆及人员实行严格检测和宣传服务，并

严格按照“登记、询问、测温、提示、消杀，分

类管理、及时报告”和“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等开展工作。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鲁屯镇党政领导、驻村干部、村两委

班子、党员、群众等主动担起责任，坚守

在各疫情防控宣传服务站， 当地村民们

自发倡议积极捐赠生活物资， 为一线防

控工作人员助力。

在汕昆高速鲁屯匝道口疫情防控宣

传服务站和村级疫情防控宣传服务站，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 放弃节假

日休息时间， 全力以赴日夜坚守岗位一

线，群众积极参与服务。

2

月

8

日是元宵佳节 ，鲁屯镇卫生

院医务人员张庭莉却不能回家， 当晚，

她与家人通了电话 ：“儿子 ， 我今天值

班 ， 不能回家了 ， 你在家要按时写作

业。 ”

“为了这次的防控工作， 我们村的驻

村领导干部和村两委班子成员，还有各片

区组长、群众、党员，纷纷加入疫情防控宣

传服务站队伍中。 虽然很辛苦，只要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就是值

得的。 ”七一村村支书陈井书说。

在一线工作人员日夜忙碌的时候，

社会各界的爱心也正汇集着。

“我代表公司向鲁屯镇防控一线工

作者一线献点爱心 ， 虽然物资不是很

多 ， 但只要我每一个人都积极献出一

点爱心的话 ，世间更美好 。 ”鼎燊劳务

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开富送来物资

时说。

像这样的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物资还

很多，他们善意的举动，让一线工作人员

感受到温暖。

鲁屯镇党政办主任郎邦益介绍：“截

至目前， 全镇接到社会爱心人士捐资有

方便面、饮料、矿泉水、鸡蛋等，累计

6

万

余元。 ”

当防控一线工作人员收到捐赠的物

资时，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他们表示，

虽然基层防控工作很辛苦， 但只要能保

护人民群众健康， 他们就感到充实而快

乐。

一手抓抗疫 一手抓生产

黔西南州农产品调度办公室

开通 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

2

月

9

日， 黔西南州农业农村

局成立黔西南州农产品调度办公

室，并开通

24

小时热线电话：

0859-3116511

（

8:00-18:00

），

0859-3117139

（

18:00-

次日

8:00

）。

各县 （市 、新区 ）及农业企业 、

合作社在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农产

品物流运输 、销售 ，春耕备耕涉及

农药、肥料、种子、饲草饲料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

电话 。 调度办公室将及时协调解

决 ，为战胜疫情 、扎实推进农村产

业革命提供坚实保障。

黔西南州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2

月

10

日

热线电话：

0859-3195186

邮箱：

qxnrb-x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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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龙县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本报讯 （特约记者 韦天晃

王 云 ） 近期 ， 安龙县坚持一手抓

疫情防控 、一手抓产业发展 ，在农业

生产上着力抓好宣传发动 、 物资储

备 、技术服务等工作 ，全县农业生产

正有序推进。

安龙在着力抓好当前疫情防控、确

保万无一失的前提下，紧紧围绕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

目标，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巩固提升等重

点工作，着力抓好以春耕备耕为重点的

农业生产， 努力实现农业产业发展目

标。

今年， 该县在抓好

13.5

万亩水稻

播种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巩固好去

年完成的

15.21

万亩食用菌、白及等中

药材、经果林、蔬菜、酒用高粱等高效优

势农业产业， 坚守好优势增收门路，同

时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在农业生产物资供应保障上 ，该

县目前已完成储备杂交水稻良种

4.8

万公斤 、薏仁米良种

20

万公斤 、高粱

良种

4

万公斤 、莲藕

54

万公斤 、蔬菜

良种

0.18

万公斤 ， 储备化肥

0.95

万

吨、农药

20

吨、农膜

350

吨。 此外，该

县

11

家食用菌企业已储备食用菌棒

190

万棒 、食用菌菌材

7440

吨 ，可满

足

1.7

万亩

10238

个食用菌大棚所需

菌棒量。

安龙县全面落实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负责制，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具体负

责领导，全县

11

个镇（街道）党（工）委

书记、镇长（主任）为本辖区的第一责任

人。全县

140

个村（居）构建以党支部为

核心的 “驻村干部

+

农业技术干部

+

村

两委干部

+

村民组长”的村级农业生产

工作体系，着力推进农业生产。 在农业

技术服务上，该县明确

140

名农业技术

干部负责指导

140

个村（居），开展农业

技术培训、产业发展技术指导，确保实

现技术服务覆盖

100%

。

据了解， 安龙县目前已有

4000

多

名干部，奔赴在全县

140

个村（居）疫情

防控和农业生产一线，切实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抓好以春耕备耕为重点

的农业生产。截至

2

月

12

日，该县已完

成翻犁田土

3.15

万亩， 种植早春蔬菜

1.9

万亩，运送高粱良种到农户

1.27

万

公斤 ，

11

家食用菌企业正将

190

万棒

菌棒纷纷运送“入住”大棚。一场振兴农

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正在安龙县掀

起热潮。

抓实“农超对接”

兴仁市确保“菜篮子”稳定供应

本报讯 （通讯员 熊庭波 汪

菲）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兴仁市

把“菜篮子”稳定供应作为重要任务抓

紧抓好， 充分利用

13

个坝区种植蔬菜

的优势，抓实“农超对接”，确保疫情防

控期间“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充足 、

价格稳定、秩序良好。

一大早，鲁础营回族乡

500

亩坝区

蔬菜种植基地里， 公司在保证安全的

情况下，正组织工人对基地的西兰花、

大白菜等蔬菜进行采收，运往公司分拣

后配送到兴仁各大超市。

据介绍 ，目前基地产出的主要是

西兰花 、大白菜等品种 。 每天每个坝

区均有

15

个人工作 ， 能够保证市内

各超市供应 ，让老百姓吃上放心的蔬

菜。

为确保疫情期间蔬菜、肉类等生活

物资的供应和价格稳定，该市深入推进

“农超对接”， 全市种植蔬菜的

13

个坝

区与市内生鲜门店、各大超市建立订单

式供需机制，确保“菜篮子”产品供应充

足。 同时，在市内

6

家大型超市设立

1

元蔬菜区，确保中低收入家庭吃上平价

菜、放心菜。

为保证 “菜篮子 ”产品价格稳定 ，

该市还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 ，联合市

场监管局等部门 ，安排专人每天对各

超市农产品供应和价格稳定进行督

导 ，及时掌握市内蔬菜价格走势和产

品供应情况。

据了解，当前，兴仁市粮油、蔬菜、

畜禽等储备充足，预计可满足

3

个月以

上的需求。 下一步，该市在抓“菜篮子”

稳定供应的同时，还将积极抓好春耕生

产及复工复产工作。

从

2

月

3

日开始，册亨县坛坪坝区

蔬菜基地种植的

130

多亩蔬菜上市，首

批蔬菜一共

24000

斤 ， 将全部发往深

圳。 坛坪坝区蔬菜基地共计

1000

多亩，

通过宁波帮扶，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

户”模式发展精品蔬菜，产品主要销往

珠三角地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图为群众在基地采收蔬菜。

特约记者 叶方杰 通讯员 陈

玉凤 摄

32头生猪，200件鸡蛋———

爱心企业捐赠物资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元元）

2

月

13

日， 兴义市益群养殖有限公司、

兴义市锐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兴义

市顺琼养鸡场， 联合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捐赠物资。

据了解，三家企业共捐赠生猪

32

头、鸡蛋

200

件，该批物资将具体分发

到

27

个乡镇、街道以及医院、公安局

等部门。同时，为保证物资能及时送到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餐桌， 兴义

市黔农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连夜对生

猪进行宰杀。

兴义市益群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正贵说：“我们公司是本地企业，这次

疫情防控工作中，我们贡献一点微薄之

力，助力打好疫情阻击战。 ”

兴义市锐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才贵表示：“企业要回馈社会，捐

赠一些鸡蛋给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让他

们在一线也感受到温暖。 ”

同 心 战“疫 ” 无 畏 向 前

———黔西南州 252名税务工作者奋战在抗疫一线

通讯员 韦 涵 汤晶晶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黔西南州

252

名税务工作者主动担当。 坚守在疫情防

控一线，带着税务人的初心和守望，汇聚

成一道道逆行的光。

“

2020

年

1

月

25

日，电话摸排全村

从湖北返乡的人员，劝其不要外出，自我

隔离；

2020

年

1

月

26

日， 编写劝导语，

制作宣传标语；

2020

年

2

月

1

日， 在村

内设置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 村口设立

疫情防控劝导宣传服务站，对来访、出村

群众进行疫情宣传和劝导工作……”

这是州税务局税务干部、安龙县招

堤街道当朝村第一驻村书记姚正祥的

工作日记。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接到州脱贫攻坚指挥部号召的他，还没

来得及与

90

岁的老母亲过年， 便和驻

村工作队一起，匆匆回到了“老阵地”当

朝村。

“不走亲不访友 ， 不在外面到处

走……”每天一大早 ，姚正祥就开着播

放着各种防疫顺口溜和防疫防控知识

宣传车在村组进行流动宣传。 白天，他

与村两委人员一起，挨家挨户地到务工

返乡农民工、在外就读大学生家中为他

们测量体温 ， 向他们宣传防疫防控知

识，对村内垃圾箱和废品收购点进行消

毒，然后到村口疫情宣传服务站进行值

班 ，忙到夜里一两点是家常便饭 ，而遇

到赶集日时，他们甚至要熬个通宵。“有

些老大爷老大妈凌晨就出门，走了十几

里路， 就为了赶集卖点东西换点钱，像

这样的我们通常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

再劝退，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老百姓生

活的影响。 ”姚正祥说。

在普安县江西坡细寨村， 普安县税

务局的苟静松与其他

8

位税务干部自

1

月

30

日到村后， 已经有

10

多天都没回

家了，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他们搭着

帐篷，吃住在村，坚守在防疫工作的第一

线。

“疫情面前，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 ， 作为一名

35

年党龄 、

38

年税龄的

‘老兵’，我一定要冲在最前面。 ”税务局

干部崔伟说。

疫情发生以来，州税务局的基层党

员干部们第一时间行动起来 ， 奋战在

防疫第一线。 截至

2

月

10

日， 黔西南

税务系统共有

56

名党员干部 、

14

名驻

村 “第一书记 ”、

66

名驻村干部 、

116

名

干部职工参与到地方疫情防控工作

中。 他们联村联户精准摸排、配合医务

人员上门随访 、普及疫情防控知识 、安

抚群众情绪 ， 他们全力以赴和细心守

护，筑起了一道抗击疫情的坚实城墙。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州卫健局看望慰问

支援疫情较重地区医务工作者家属

本报讯 （记者 蔡定平） “在

危难关头， 你们的亲人不计较个人得

失，积极响应组织安排，主动请战驰援

疫情防控工作最前线，舍了小家、顾了

大家，临危不惧、恪尽职守，精神可嘉，

充分体现了我州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素

养和担当精神，不愧是勇敢的‘最美逆

行者’！向你们家属表示感谢和敬意。”

2

月

13

日，州卫生健康局局长梁龙甫

一行到州人民医院， 看望慰问支援湖

北省及我省贵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一线的

3

名医护人员家属时如是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牵动着

全国人民的心。 面对疫情，州人民医

院医护工作者主动申请赴疫情较重

地区， 他们告别家人， 冒着风险，逆

行而上，开展防控工作。 他们的顺利

出征 ，离不开家属们的理解 、支持和

配合。

此次慰问的

3

名医护人员家属，

分别是州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晏诚，

其爱人熊方

1

月下旬支援湖北鄂州；

护理师张林杏的爱人张体江 ，

1

月下

旬支援湖北鄂州； 住院医师钟芝梅的

爱人周颖， 于

2

月初赴贵州省职工医

院支援。他们与全国广大医护工作者，

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最前线， 用逆行

的勇气与担当诠释医者救死扶伤的初

心与使命，用实际行动谱写着“白衣战

士”的光荣称号。

贵州省教育厅要求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学时间不得早于 3 月 1 日

近日， 贵州省教育厅发布关于

疫情防控期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春

季开学时间的通知，全文如下：

一、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含各高

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校、特

殊教育学校、幼儿园）开学时间不得

早于

3

月

1

日，具体开学时间将视疫

情防控情况， 经科学评估后确定，届

时提前向社会公布。未正式明确开学

时间前， 严禁各地各校提前开学、师

生提前到校，严禁公民办中小学幼儿

园在延期开学期间以任何理由擅自

组织学生提前到校，严禁学校组织任

何形式的线下教学（教辅）及集体活

动，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任何形式

的线下培训和个别辅导活动。

二、延期开学期间，各中小学要

根据各年级日程安排， 组织学生通

过电视、手机等，收看省教育厅与省

广播电视局联合免费推出的 “阳光

校园·空中黔课”， 各地各校要帮助

学生通过“阳光校园 空中黔课”课

本知识学习与疫情防控知识学习相

结合，注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生命

教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注

重鼓励学生锻炼身体与广泛阅读，

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自我

管理能力。 各地不得提前开始新学

期课程网上教学， 不得强行要求学

生每天上网“打卡”、上传学习视频

等。 要充分整合资源不得普遍要求

教师录播课程。 “阳光校园·空中黔

课”各年级课程安排如下：按原校历

安排高三年级从

2

月

3

日起， 初三

年级从

2

月

10

日起，高一、高二年

级从

2

月

17

日起，义务教育阶段

1

至

8

年级从

2

月

24

日起。 初三、高

三年级按课程计划采取专题授课方

式，其余年级按

2020

年春季学期课

程计划进行， 授课内容依据国家课

程标准，不受教材版本限制。

各普通高校要开展疫情期间师

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引导广大师

生从爱国主义教育、制度自信教育、

生命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规则教

育、 爱与感恩教育

6

个方面以各种

形式上好这一堂大思政课。 省委教

育工委、 省教育厅将组织优秀思政

课教师围绕活动主题， 录制网络思

想政治理论课， 通过贵州广播电视

台动静

APP

、多彩贵州网、易班等平

台面向全省高校师生授课。

三、 在全省统一明确开学时间

后，各市（州）、贵安新区教育局要制

定“一地一策”开学准备方案，要做

好分类、分地、分段“错峰开学”，确

保每一所学校在正式开学前达到人

员摸排和信息掌握、物资保障、应对

措施到位。 各地各校要提前做好以

下开学准备工作： 一是要做好人员

摸排。 各地各校要切实全面掌握每

一名学生动态， 主动联系每一名学

生， 了解每一名学生健康状况及人

员接触情况等信息， 提醒和强调不

得提前返校等要求， 切实做好返校

师生的健康筛查和监测工作。 持续

做好留校学生疫情监测和教育管理

服务工作。二是要做好物资准备。各

地各校要结合学校师生数量、 班级

数量、规模，消毒面积，安保、环卫、

宿管、校医等防疫人员数量，校门、

宿舍、餐厅、厕所等重点区域，测温、

消毒次数等综合因素，对口罩、红外

线测温仪、 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

需求进行合理测算， 及早摸清疫情

防控物资底数， 及早做好防疫物资

采购储备工作， 确保开学时各项疫

情防控物资能够保障校园疫情防控

和各项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 三

是要做好隔离准备。 具备隔离条件

的学校要积极做好隔离准备， 明确

防疫工作程序和防控物资使用规

范，明确测温、消毒等工作开展的人

员、对象、区域、时段、次数等方面的

具体要求。不具备隔离条件的学校，

要积极主动联系当地疾控部门，争

取支持， 帮助协调就近相关医院解

决。四是要做好封闭管理。加强校园

管理，校园划区划片管理，学生公寓

封闭管理， 确保疫情防控 “不留死

角、 不留盲区、 不漏一人、 万无一

失”。 严格管控学校校门，严格控制

外来人员进入校园， 切实做到未经

学校批准学生一律不准返校、 校外

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门、 师生进

入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检测体温、

对发烧咳嗽者一律实行医学隔离观

察、对不服从管理者一律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