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一到医院袁巡房尧分析
病例尧 布置下一步工作噎噎在
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的防疫战中袁 瑞金市中医
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钟小
明一直冲在最前面遥

钟小明袁中共党员袁市中医
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断治疗组专家组成员袁 发热门
诊工作组组长遥 在一月上旬袁他
自己患上了面神经炎袁 一直在
接受治疗遥 钟小明的同事杨书
莹告诉记者院野面神经炎要有规
律地进行治疗袁 要少说话多休
息袁 本来最佳恢复期是在患病
的前两周袁 钟医师现在的治疗
都被打乱了遥冶钟小明却坦然道院
野作为一名医生袁只要没倒下袁有
需要就要冲在前面袁 这是我们

的职责所在遥 冶
从 1 月 24 日取消春节休假

那一天起袁 钟小明每天都坚守
在医院里遥 作为中医院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断治疗组
的成员袁 又是发热门诊工作组
组长袁 他既要调配安排发热门
诊的工作袁 又要负责病人的诊
断尧筛查和治疗遥 同科室的杨博
鸣说院野他从过年到现在都没有
休息过袁带病上阵袁很辛苦遥 冶

科里人手少袁发热门诊共 7
名医生袁 除了坐诊发热门诊袁原
科室工作也未停手袁 下了夜班
继续白班袁 三班倒的制度让每
一个医生一个星期里有 3 个晚
上都在医院值班遥野很辛苦袁也很
紧张袁我们一刻也不敢松懈遥冶钟
小明说袁 对医务工作者来说袁保

障群众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遥
野我们是第一道防线袁 所以

每一个流程都必须一丝不苟遥 冶
面对疫情联防联控工作袁钟小明
要求自己和同事决不能半点马
虎袁他说院野我们虽然不是定点医
院袁但是现在是临战状态袁只要
有病人来就诊袁只要有可疑的病
例袁 我们一定会反复去检测尧反
复筛查袁确保万无一失袁这是对
自己负责袁更是对所有瑞金人民
负责遥 冶 从 1 月 22 日至 2 月 4
日袁 市中医院接诊发热病人共
152 例遥

野我明天要抽出点时间去进
行一下治疗袁 上次给同事们培
训袁说着说着脸僵硬袁嘴就漏风
了遥 冶钟小明说起自己的病像在
开玩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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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战“疫”一线飘扬

为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袁2 月 6 日袁市公安局
党委在高速瑞金东尧南尧西尧北 4 个出口成立联合防疫检查点临时党支部遥 当日上午袁4 个临时党支
部分别召开了第一次支委会遥 图为高速瑞金东临时党支部正在召开第一次支委会袁布置下一步防
控工作遥 廖俊卿 本报记者朱燕摄

野目前完成全镇 7089 户居
民的第一遍摸排袁接下来袁我们
将会摸第二遍尧第三遍袁直到收
集到所有信息袁不落一户遥 冶突
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节日生
活袁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袁沙洲
坝镇第一时间组建起党员突击
队袁遇事党员先上袁在疫情防控
一线袁党员们一马当先遥看到他
们的这份担当袁 沙洲坝的村民
们都觉得有了主心骨遥

689名党员坚守一线

村民杨衍东是沙洲坝镇大
布村的一名党员袁 自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袁 他便当起了该
村竹山下小组的 野抗疫宣传
员冶袁通过微信群尧喇叭播音等
线上线下方式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袁 摸排在外归乡人员的情况
噎噎这些成为杨衍东每天的工
作内容遥

野大年初一在镇里开完疫
情防控部署会后袁 我们在村里

立即召集村干部尧小组长和党员袁安排布置村里的
防控工作袁开展入户摸排袁在当天晚上八点多就把
全村的情况摸清遥 冶在沙洲坝镇大布村袁该村党支
部书记李海长告诉记者袁 大布村全村 2700 多人袁
党员 56 人袁在这场战野疫冶中袁该村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每个党员划分片区进行网格管
理袁做到防控摸排全覆盖尧无死角遥

一个村居党组织就是一个疫情防控堡垒遥 疫
情防控期间袁 沙洲坝镇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广泛动员群众尧组
织群众尧凝聚群众袁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袁构筑
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遥 据了解袁连日来袁该镇党
员率先上岗袁 扛起防控责任袁689 名党员坚守一
线袁 不间断入户调查宣传袁 对全镇 12 个村 渊居冤
7089 户居民进行摸排袁实施更精准的流动人员健
康筛查袁牢牢掌握防控的主动权袁为防控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遥在摸排中袁党员干部们把最新的信
息传递给社区群众袁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家里袁他
们把疫情防控变成了与群众拉近距离的新阵地遥

疫情面前不后退

野我需要买一些生活用品袁 只要列好清单袁村
里的干部就会帮我采购袁 让我在家里住得很安
心遥 冶日前袁梦想家园的业主赖某林已安全度过居
家隔离期袁 她表示袁 大布村党员干部们的热心服
务袁让她在寒冷的天气中感受到温暖遥

关键时刻袁党员必须在一线袁做好群众的主心
骨遥为做好外省归乡人员的居家留观服务袁沙洲坝
镇实行包片分户管理袁党员干部们划分野责任户冶袁
分别与辖区内的居家留观人员取得联系袁 并全部
添加微信联系方式袁 承诺随叫随到袁 提供代买服
务袁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遥 野村里有两名从武
汉回来的群众袁居家留观期间袁我每天两次上门测
量体温袁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进行监测袁他们有什么
问题需要咨询袁我们也是及时耐心地进行解答遥 冶
该镇七堡村的钟仁强既是一名乡村医生袁 又是一
名党员袁在这场防控阻击战中袁钟仁强积极响应袁
主动承担疫情摸排尧宣传和监测等工作袁当好疫情
防控的宣传员尧监督员和服务员遥 野通过热情真诚
的服务袁努力安抚留观人员的情绪袁齐心协力共度
隔离期遥冶钟仁强说袁作为一名党员袁能为抗击疫情
贡献自己的力量袁是自己的光荣袁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遥

初春时节袁寒气还没有完全褪去袁从白天到黑
夜袁在沙洲坝的各个村落尧社区袁都能看到干部尧党
员们忙碌的身影袁他们干劲十足袁日夜守护在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袁 用责任和担当为群众筑起了一道
坚固的野防疫墙冶遥

本报讯 渊罗群 记者刘俊
良冤野当志愿者很辛苦袁 但我是
党员就必须上浴 冶近日袁在瑞林
镇元田村疫情防控卡口袁 一位
名叫谢称生的党员忙前忙后袁
为该卡口疫情防控工作帮忙遥

拦车尧量体温尧登记尧宣传
噎噎从设卡的第二天开始袁谢
称生就一直戴着口罩穿着红
马甲袁跟着卡口工作人员一起
每天实行三班倒袁坚守在卡口
开展防控工作 遥 因为天气寒

冷袁谢称生把自己的取暖器拿
到卡口 袁 让其他工作人员取
暖袁 自己则坚持在路边蹲点袁
经常冻得手脚发麻袁却依然乐
此不彼遥

除了在卡口值班袁 换班以
后他也不停歇袁 还要把党和政
府的一些文件尧 通知等在微信
群里转发袁 动员村民遵守政府
的规定袁不出门袁不聚集遥 需要
发传单的时候袁 他还拿着宣传
单挨家挨户做宣传遥 由于他耐

心细致袁 村民们也都愿意听他
的遥

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袁如果
这个时候不出来做点事袁 总觉
得对不住自己党员的身份遥 冶谢
称生说遥 在他的影响下袁该村党
员赖清华尧 陈志明也主动报名
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遥 他们
说袁作为村里的流动党员袁平时
都在外面袁家乡的忙也帮不上袁
现在正好在家里袁 就应该要尽
党员应尽的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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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党员必须上！”

带病出诊 坚守岗位
要要要访市中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钟小明

阴本报记者郑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