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5 日上午 袁
国网瑞金市供电公
司党员服务队正对
美润环保厂环网柜
进行检查遥连日来袁为
全力保障美润环保公
司口罩生产和甜香
粮油公司加工厂尧中
央储备粮瑞金直属
库尧 市人民医院等重
点场所的可靠用电袁
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对这些场所开展
全天候野保姆式冶供电
服务袁对企业尧医院内
部用电设备进行全
面野体检冶袁确保这些
单位用电无忧袁 助力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遥

詹海燕 邬冬元
本报记者朱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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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战“疫”一线飘扬
当前袁 全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
键期袁 全国上下众志
成城尧 齐心协力阻击
疫情遥 在我市袁还有一
群 刚 走 出 贫 困 线 的
人袁 纷纷拿出自己不
多的收入捐往抗击疫
情前线遥

2 月 7 日上午袁市
慈善总会来了几名特
殊的捐助者遥 他们是
瑞金市世通驾校脱贫
攻坚对接帮扶的贫困
户学员代表刘水发和
罗海兵遥 在简单的捐
赠仪式上 袁2 名贫困
户学员代表把 29 名
贫 困 户 学 员 所 捐 的
8116 元现金交到了瑞
金市慈善总会工作人
员手中袁 他们希望自
己也能为疫情防控工
作出一份力遥

据了解袁 罗海兵等 29 名贫困户学
员都是在当地就业技能扶贫政策帮扶
下袁免费在瑞金市世通驾校学习了驾驶
技术成功脱贫的村民遥当得知驾校员工
们都在捐款抗击疫情时袁他们纷纷解囊
捐款遥

刘水平是沙洲坝镇清水村人袁今年
47 岁袁早年在广东打零工袁2015 年因缺
乏技术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遥2017
年袁世通驾校主动与市政府合作袁实施
贫困劳动力大货车驾驶员专项就业扶
贫计划袁 在政府补贴与驾校减免下袁建
档立卡贫困户不用出一分钱就可参加
大货车驾驶员培训袁刘水平听说这一消
息后报了名遥 2018 年春袁 他拿到了驾
照袁很快又在驾校就地就业袁成了一名
助教袁负责管理车辆尧设施维护等工作袁
每个月收入有 4000 元左右遥2018 年袁刘
水平顺利脱贫遥对于政府和公司的关心
和帮助袁他一直心怀感激遥这次捐款袁他
捐了 600 元遥

野看到所有员工都在捐袁 我就在
贫困户微信群里面说我们也来帮衬
下袁 毕竟我们都得到过国家和社会帮
助袁现在国家有困难袁我们也应该出一
份微薄之力遥 冶

瑞金市世通驾校贫困户学员罗海
兵向记者介绍袁 自己原来是贫困户袁家
里很困难袁 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袁已
经脱了贫遥 他觉得袁现在国家碰到了疫
情袁自己就要尽自己的能力袁回报社会遥

据悉袁 除贫困户学员的捐款外袁帮
扶这些贫困户学员的瑞金市世通驾校
以公司和全体员工的名义向瑞金市慈
善总会捐款总计 18 万余元用于抗击疫
情遥

瑞金市世通驾校总经理杨子明
说袁得知疫情后袁我们就先捐款了 10 万
元遥 公司员工知道这个情况后袁也积极
自发地去参与到捐赠中来袁共同来抗击
疫情袁 员工总共捐款金额达 84000 余
元遥

野这些贫困户积极主动要求一同捐
款来抵抗这次疫情袁 让我觉得非常感
动袁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次疫
情一定会很快过去袁我们一定会取得这
场战疫的胜利遥 冶杨子明目光坚定地表
示遥

此外袁世通驾校还主动腾出两栋学
员宿舍楼作为隔离医学观察点的备用
房遥每栋楼的面积都有 5000 多平方米袁
均为单独的标间或单人间袁每个房间都
有空调尧床铺尧卫生间遥

2020 年春节前后袁 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席卷而来袁 一场
没有硝烟的防疫阻击战在山乡瑞林
全面打响遥 作为镇纪委书记的林俊袁
身先士卒尧冲锋一线袁与全镇党员干
部并肩作战袁 筑起群防群治坚固堡
垒遥

守在岗位过大年
除夕那天袁 在镇里值班的林俊

带领一帮同事对圩镇进行安全巡查
之后返回值班室袁 看到有关肺炎疫
情的新闻不断刷屏袁 敏感地意识到
形势的严峻性遥 当即袁他向镇党委政
府主要领导沟通请示后袁 对全镇各
村干部发出了疫情预警袁 为全镇打
响疫情阻击战抢得了先机遥 当夜袁他
和派出所值班民警尧 卫健办工作人
员一起简简单单吃了顿年夜饭遥

大年初一袁 镇里接到上级关于
疫情防控的通知遥 本不用再值班的
林俊还是取消回家的计划袁 冲向了
防疫第一线袁摸排武汉返瑞人员尧设
卡查测尧 宣传劝导噎噎林俊在岗位
上过了一个忙碌的春节遥

连续奋战 17 天
野大家都十分辛苦袁我还算年轻

顶得住袁卡口晚班我们一起值遥 冶大
年初二袁根据防控要求袁瑞林镇在各
个入镇路口设卡口检测登记遥 督查
任务十分繁重的林俊袁 向镇党委主
动请缨值守夜班遥 就这样袁他白天辗
转 20 个村居督查督促各项防疫工
作落实袁 晚上零至八点在车流人流
最大的元田卡口值守遥

2 月 2 日袁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
夜晚袁但每隔一会儿还会有车经过遥
野林书记袁我们值守袁你先到帐蓬睡
一下吧袁 外面太冷了浴 冶野没事没
事袁不能有半点松懈袁必须严防死
守浴 冶林俊瘦弱的身体在寒风冷雨
中微微发抖遥 此时袁他已连续工作
了十余天袁每天只能睡不到 5 个小
时遥 这些天里袁他虽然十分牵挂家
人袁 但只与父母孩子视频聊了几
次袁叮嘱家人要居家减少出门尧照
顾好自己遥

野爸爸袁你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
了袁 什么时候回来陪我呀钥 冶2 月 9

日袁已在防控一线奋战了 17 天的林
俊又收到孩子发来的微信语音遥 孩
子娇嫩的声音让林俊忍不住眼眶湿
润袁野等疫情过去袁爸爸就回来噎噎冶

严格执纪保平安
在紧锣密鼓的防控工作中袁林

俊十分注重发挥基层纪检组织的作
用袁 要求村务监督委员全部到岗到
位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袁协助村
委关停本村宗教场所尧 禁止村民办
宴席尧聚会串门等遥

野请你立刻返岗浴 冶野这座庙宇袁
必须立即关停浴 冶野作为村党员干部袁
必须以身作则袁 怎么能聚集聚会
呢钥 冶噎噎自防疫战打响以来袁林俊
带着督查组人员每天奔忙在第一
线袁有效地督促了各项工作的落实袁
保障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袁 全镇防控工作得到上级充分肯
定遥

野平时看起来挺亲和的袁没想到
现在如此严厉遥 冶提起林俊这些天来
的表现袁镇村党员干部野惊恐冶之情
溢于言表袁却打心底里佩服他遥 野大
是大非面前袁没有任何情面可言袁纪
律不严尧落实不细袁就可能造成严重
后果遥 冶林俊说袁不理解只是一时的袁
只要全镇人民平安无事袁 大家终究
会认可镇里的工作遥

从取消休假到现在袁 我市公安
局交管大队民警廖德禄一直坚守在
战野疫冶场上袁守一线袁战低温袁抗风
雨袁用责任担当践行初心与使命遥

1 月 28 号袁一段短视频在抖音
发布袁48 个小时内袁 该视频播放量
达到 300 多万袁获赞近 4 万遥 视频中
的廖德禄正在询问车主的相关信
息袁 并提醒司机朋友要做好防疫工
作遥 自 1 月 24 日我市启动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以
来袁 廖德禄一直守在瑞金西高速出
口卡点袁和医务人员尧党员干部一起
做好入瑞人员信息登记尧 体温检测
等工作遥 因为工作忙袁年三十尧年初
连续 48 小时没有回家袁继续带队留
在卡点上袁 有时候累了饿了吃一桶
泡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遥野有的时候
车流量太多忙起来袁 早饭都顾不上

吃袁 所以早午两餐并一
餐遥 冶廖德禄说袁卡口检测
工作刚开始时袁 由于条件
有限袁吃不上热饭袁和同事
连续吃了六餐泡面袁 但他们毫无怨
言袁继续坚守岗位袁做好防疫工作遥

2 月3 日中午袁 在瑞金西高速路
口车主丁世伟向执勤人员求助袁称车
辆坏了无法开行袁 下雨天又冷又饿遥
廖德禄等人了解情况后马上带他们
在救灾帐棚取暖袁烧好开水泡泡面给
他们吃袁帮助他联系救援袁并叮嘱救
援车辆驾驶员一定要注意安全袁要顺
利将人员和车辆送回家袁廖德禄的暖
心行动得到车主的认可和好评遥

廖德禄的文明执法尧 暖心行动
不仅得到了过往司乘人员的好评袁
也得到了附近群众的认可遥野好多热
心的群众送夜宵尧物资过来袁还不愿

意留姓名遥 看到他们这么支持我们
的工作袁大家浑身都来劲袁不觉得辛
苦遥 冶

做好本职工作袁暖心服务群众袁
有需要时立马到岗遥大年三十袁因同
事钟杨家中有急事袁 廖德禄虽然已
经连续值班三天袁 但是依然主动替
钟杨值班遥 野我家里临时有急事袁他
知道这个情况后袁主动打电话给我袁
到岗位上把我换了下来袁 由他来代
替我值班袁我真的非常感谢他遥 冶

我在岗位我担当遥 在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刻袁廖德禄挺身而出尧冲锋
在前袁这是初心使命的自觉袁也是无
声而有力的引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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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疫情过去，爸爸就回来”
要要要记瑞林镇纪委书记林俊

阴陈丽 本报记者钟先海

“疫”线中坚守初心
阴本报记者邹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