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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对 重 点 区 域
进行防疫消杀尧开通
心理热线进行心理
疏导尧主动请缨承担
排查任务噎噎春节
期间袁 据不完全统
计袁青岛市两万余名
志愿者坚持属地化尧
就近化原则袁在做好
个人防护的同时依
法有序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袁成为青岛市
疫情防控战线上的
重要力量遥 图为市南
区嘉祥路社区服务
中心防控指导员为
社区志愿者培训手
持红外线测温仪的
使用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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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居民朋友注意啦袁 红枫义警
提醒大家袁房门一关袁被窝一钻袁疫
情过后袁再去狂欢噎噎如有情况发
现请及时拨打 12345袁 及时拨打
12345遥 冶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袁
红枫义警尧野枫桥大妈冶等志愿者运
用野大喇叭+流动喇叭+方言冶宣传
模式袁劝导村民不聚集尧不串门遥

疫情不退袁我们不退
疫情防控以来袁诸暨党员志愿

队数量猛增袁由社区干部尧党员尧社
会组织成员临时组成的志愿者队
伍多达 400 余支袁他们劝导村民取
消红白喜事 350 余场次曰 成立了
24 个由公安尧医护人员尧社会救援
组织组成的临时党支部袁 支援战
野疫冶一线遥

诸永高速诸暨北卡点袁姚江镇
卫生院副院长周秀忠从腊月二十
九开始带队坚守袁 给过路人员测
温遥因小儿麻痹身患腿疾的他平时
走路都是一瘸一拐袁现在一站就是
12 小时遥 他说院野疫情防控形势这
么严峻袁我作为医务人员袁又是一
名党员袁必须尽一份自己应尽的力
量遥 冶

野疫情不退袁我们不退浴 冶大唐

街道柱峰村党总支在全村 4 个出
入口设置 野党员先锋岗冶袁24 小时
值守遥 号召一出袁全村 155 名党员
报名袁随后袁一批入党积极分子尧村
民代表尧 普通群众纷纷志愿加入遥
村党总支书记戚杭明说袁村里还将
设立野党员流动岗冶野党员排查队冶袁
充分发挥亲缘尧 人缘和地缘优势袁
重点开展流动人口动态巡查尧劝导
企业不复工等工作袁 直到疫情退
去遥

志愿野跑腿冶温暖人心
野徐大爷袁这是你要的蔬菜袁如

果还有什么需要袁 尽管跟我说袁我
会尽力帮你办好的遥 冶在马剑镇马
剑社区袁卡点值班人员陈飞将刚买
来的两袋蔬菜送到老人徐枫手中遥
为解决村民采购难袁马剑镇成立了
村级野跑腿员冶志愿队袁14 名志愿
者专为村民采购运送物资遥

隔离不隔心袁 诸暨将群防群
治的触角延伸到居民生活袁 对于
因隔离造成的生活不便袁 党群一
起想办法帮遥 安华镇对居家观察
对象实行野一户一群一干部冶点单
服务袁只要在群里说一声袁镇村两
级的野爱心跑腿员冶们就会尽力满

足野点单冶需求遥

楼道野管家冶守牢防线
面对疫情袁 诸暨市 27 个城市

社区 4033 名楼道长迅速行动袁通
过实地走访尧电话尧微信等方式与
居民取得联系袁第一时间掌握各户
居民的实际情况袁4 天完成所有居
民户的入户走访和信息登记袁弥补
了社区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袁有效
守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遥

野楼道里的情况我会把握袁你
们放心交给我遥年夜饭没时间吃的
话袁等下我跟我老婆送过来遥 冶大年
三十晚上袁暨阳街道下江东社区浣
东北路 27 号二单元楼道长何保
国袁主动打电话给社区网格员要求
参与志愿服务遥

至今袁诸暨广泛发动野红枫义
警冶野新城义警冶 等平安类社会组
织尧党员干部和村民群众开展自防
自控袁已累计发动各类群防群治力
量 24000 余人次遥 陆健 严红枫

八旬独居老人房屋起火袁细心
邻居察觉时袁屋内已浓烟滚滚情况
不明袁 此时恰巧路过的 61 岁退役
军人冲了进去袁冒着房顶随时塌陷
被困火场的危险袁将已经晕倒的老
人救出袁期间还被燃烧着的屋顶砸
伤了头部遥 甚至在刚救完人之后袁
他转身又和旁人一起开始救火遥

他叫丁长龙袁如今头顶伤疤未
愈袁 他表示自己有后怕却无后悔院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袁现在还是一名
党员袁 遇到这样的情况想不了太
多袁就是野有人就得救浴 冶

独居老人屋内起火
过路邻居第一个发现火情
野那是 11 月 1 日的中午袁估摸

着 12 点多钟袁我从外面往家走袁走
到张大嫂家附近的时候发现好像
她家在往外冒烟遥 冶家住在起火房
屋附近的栾东华说袁当时正赶上附
近的小学中午放学袁其实路上人很
多袁但是大家都以为是平房烧炉子
没在意袁 她却觉得不对劲要要要野那
浓烟都是黄色的袁明显不对袁张大
嫂 80 多岁了是自己住袁 我怕她出
什么事袁 平时路过时也经常敲敲
门袁听她答应一声知道没啥问题就
放心了遥 于是那天看情况不对袁就
赶紧去拽她家的门遥 冶

万幸门没锁袁 栾东华拽开了
门袁 浓烟瞬间从屋内喷了出来袁她
顾不上呛得慌袁马上开始冲着屋里
喊院野大嫂浴你在家吗钥冶可是屋内被
烟雾笼罩得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遥

燃烧着的屋顶随时塌陷
他坚持带老人一起逃生

栾东华这边万分焦急地寻找着老人的下落袁
此时本来打算去接外孙放学袁 因而恰巧就在附近
的丁长龙闻声跑了过来问院野屋里是有人吗钥 冶

野有浴 冶栾东华忙答道遥
听了这话袁 丁长龙二话没说就冲进了情况未

知的火场袁 一直跑到里屋才发现地上倒着一位基
本上处于昏迷状态的老人遥 此时起火的老房子已
经开始从棚顶往下掉燃烧物袁 房顶随时有塌陷的
危险袁万一塌了那么还在屋内的人将很难脱身浴

可是丁长龙顾不上想那么多袁他背不起老人袁
只好托起她的腋下拼命地往屋外拽袁 期间有燃烧
着的东西掉下来正好砸中了他的头顶袁 头发瞬间
被引燃袁丁长龙也脑子一空袁可是这时候已经顾不
上了袁 原本只有五六步的距离此时却显得格外得
遥远袁他拼尽了全身力气袁终于将老人拖出火场袁
到了安全地带袁就在他们刚刚脱身不久袁身后的屋
顶就轰然倒塌袁在场无人不是惊得一身冷汗遥

他救完人又去救火
这个时候袁周围人都发现了这边的火情袁附近

一家眼镜店的工作人员袁永斌连忙和同事一起用
盆和桶接水后跑去灭火袁 刚救完人的丁长龙顾不
上歇一会儿袁也马上跟着端水灭火袁可是此时火势
已经很大了袁 他们虽然累得够呛袁 但还是杯水车
薪袁起不到什么作用袁终于消防员赶到了袁才将火
彻底熄灭遥

老人没事袁火也灭了袁当天下午一点半左右袁
丁长龙因为还有事先行离开了遥栾东华留了下来袁
巡查时发现起火情况的丹东永昌社区网格长刘旭
也在现场帮忙袁大伙一起帮着老人收拾屋子袁检查
还有没有其他隐患袁 当听到煤气管道好像有异常
的声音后袁赶紧帮忙联系了煤气公司前来检修袁等
着栾东华终于能回家歇
一会儿时已经是下午 3
点半了袁 社区工作人员
还在忙活着帮老人晾晒
救火时被浇湿的被褥袁
并雇了车帮老人处理杂
物遥 杨晓琳

瑞金市红太阳党性教育基地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渊法人冤
正 本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52360781MJD08629XU袁特此声明遥

广东佛山院“大喇叭”把疫情防控知识送进千家万户
在城区袁公务巡逻车装上野大声公冶走街串巷曰在乡野袁村村响大喇叭从早到晚

循环播放曰 在网络袁 创意游戏防疫知识问答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噎噎打赢防疫阻击
战袁佛山正在全民总动员遥 连日来袁佛山五区积极创新手段袁将防疫防控知识送进千
家万户袁用老百姓听得懂尧接地气的宣传方法袁营造出全员参与尧群防群控的浓厚氛
围遥 吕华铭

福建莆田院众志成城为疫情防控添“暖”
外卖小哥自费购买 1000 多个口罩送给一线战野疫冶人员袁水果店主向基层民警

赠送野爱心大礼包冶袁充实抗疫应急物资曰荔城区志愿者化身为代购员尧代跑员挨家
挨户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暖心服务......鼠年春节袁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袁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原本热闹喜庆的佳节变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遥 连日来袁 在福建莆
田袁各界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袁用实际行动把力量和温暖传递给被疫情阴霾笼罩
下的人们袁在寒冷的冬天里袁为老百姓的生活增添春日暖意遥 陈宇

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打好群防群控阻击战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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