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6 日袁在家休假的杨堃
终于还是坐不住了袁他联系了单
位驻村第一书记熊永赟院野我申
请到村里和同事们一起战斗浴 冶

杨堃袁市统计局驻九堡镇堑
下村扶贫工作队员袁 中共党员遥
2019 年 11 月袁 杨堃被查出患有
肾癌袁在 12 月份进行了手术袁手
术后的他一直在还需注射药物
治疗袁身体还很虚弱遥

春节期间袁面对疫情严峻形
势袁 瑞金市启动了一级响应机
制袁一时间袁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已经全面打响遥 杨堃因为身体
原因仍在家休养袁但是他时时心
系疫情袁心系战斗在防疫一线的
同事袁 最终还是不顾家人的劝
阻袁决定要与同事们并肩作战遥

1 月 27 日袁杨堃准备从家驱
车前往堑下村袁 父亲百般劝说袁

让他在家安心养病遥 野疫情这么
严重袁我是一名党员袁怎么能够
在家安心养病钥 跟防疫工作相
比袁我这点病算什么遥 冶留下这么
一句话后袁杨堃毅然离去遥

野记得不要出门袁不能聚餐袁
不要办酒席袁 出门带好口罩袁做
好自我防护工作浴 冶杨堃一遍遍
地向村民宣传着防疫知识遥 到村
后袁杨堃没有一刻停歇袁立即加
入到防疫工作队伍中来袁冲到了
防控一线遥 发放宣传单尧摸排外
出返乡人员身体情况尧前往群众
家中宣传防控知识噎噎杨堃每
一项工作都认真完成袁没有因为
身体问题对自己有任何野特殊照
顾冶遥

一家一户地走袁一家一户地
宣传袁身体本就虚弱的杨堃脸色
逐渐显得苍白袁这一切都被村支

部书记钟瑞文看在眼里遥 野回家
休息吧袁这里有我们呢浴 冶钟瑞文
担心杨堃的身体状况遥 杨堃却坚
决地说院野大家都在忙袁我只是尽
自己一份力而已袁 老百姓安全
了袁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遥 谢谢
大家关系袁 我没事的袁 还能坚
持浴 冶

早上 8 点多从家开车前往
堑下村袁 下午 6 点从村里下班袁
开车回市里去医院打针袁然后回
家遥 从 1 月 27 日起袁杨堃的每一
天都是这么度过遥 家里人心疼袁
却也明白他内心的那一份执着遥

一名党员袁 就是一面旗帜遥
面对疫情袁 杨堃不顾身体的不
适袁主动靠前袁选择与同事并肩
作战袁他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袁让党旗在防控疫情
一线高高飘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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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战“疫”一线飘扬
2 月 11 日 袁

市人武部向应急
救援小分队 渊蓝
天救援队冤 配发
了 20 套迷彩服袁
并提供了防疫所
需 的 装 备 和 器
材袁 鼓励队员们
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出更大
贡献遥 图为市人
武部政委刘波与
蓝天救援队签订
物资交接单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一通电话袁所有党员干部迅
速集结袁紧急动员部署曰一声令
下袁野执法装冶换成了野红马甲冶袁
立即投入战野疫冶遥 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战中袁城建综合执法大队
所有党员干部以疫情为命令袁以
防控为责任袁在战疫一线奋力争
当人民群众健康的守护者遥

他们是战野疫冶一线的宣传
员遥 野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袁看
见身穿红马甲的你们袁冲在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袁我们就像吃了一
颗定心丸袁心里好像没那么恐慌
了遥 冶中山北路居民刘阿姨告诉
记者遥 连日来袁该大队充分发挥
野党小组一线创绩机制冶袁组织党
员干部逐户上门进行面对面宣
讲新冠肺炎防范知识袁详细摸排
登记湖北等外地返瑞人员信息袁
并用接地气的语言号召居民尽
量减少外出尧出门要做好佩戴口

罩等防护措施袁野红马甲冶成了街
头巷尾野最美身影冶遥

他们是战野疫冶一线的监督
员遥 早上 7:30 左右袁党员志愿者
范昭鑫就穿着红马甲早早来到
小区门口袁主动承担门禁管理的
野监督员冶袁对小区封闭管理措施
进行协助和监督 袁特别是对人员
信息尧测量体温尧进入人员及车
辆异常处置情况等进行详实记
录袁 确保各项管控措施落实到
位遥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
动袁 该大队落实市防控指挥部
野外防输入尧内防扩散冶的工作要
求袁 每天组织 10 名党员志愿者
到瑞明村保障房尧 绵江印象小
区尧明珠花苑小区尧澜郡小区参
加志愿活动遥 在寒风中他们为小
区筑牢防控疫情的安全防线袁
野红马甲冶 成了小区疫情防控工
作的野最美拦路者冶遥

他们是战 野疫冶 一线的劝导
员遥在巷子里袁网格小组长杨庆华
远远看到一个老伯急急忙忙要往
外走袁便问道院野老伯袁你这口罩也
没有戴袁这是要去哪里啊钥冶野昨晚
我家空气总开关烧坏了袁没电了袁
我去买一个遥 冶野现在店面都关门
停业了袁 我认识一个朋友卖这个
的袁我去帮你买吧遥 冶遥 逆行有我袁
初心为民袁虽是几句简单对话袁却
充分彰显了站在疫情一线劝说引
导的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袁 他们以
实际行动做群众信得过尧 可依赖
的野贴心人冶和野暖心人冶遥 战野疫冶
至今袁他们每天早上 7 点半袁穿着
红马甲纷纷出现在中山北路的各
条巷子里袁 对不戴口罩闲聊闲逛尧
聚集打牌下棋的群众进行耐心劝
说遥野红马甲冶用实际行动感召群众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袁以过硬的作风
担当疫情防控的野最美组织者冶遥

老骥犹壮志
为民保安康

要要要记瑞林镇瑞红村党支部书记罗年生

阴本报记者钟先海 吴志锋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袁 威胁着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安全遥 身为瑞林镇瑞红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的罗年生袁尽管年逾六旬袁却老
骥当先冲锋一线袁 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
当袁组织带领村两委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袁构筑起
群防群控的坚固堡垒遥

入户排查踏破鞋
野请立即排查上报武汉返瑞来瑞人员! 冶1

月 24 日袁除夕袁正准备接老母亲到家里团年的
罗年生袁 接到镇里紧急通知遥 野好的袁 马上就
去浴冶平时爱看新闻的他袁其实早就意识到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袁心里早作好开展工作的
准备袁提前给村两委其他干部打过招呼遥很快袁
全体村野两委冶干部分赴各自责任小组挨家挨
户排查袁并在第一时间上报了相关人员名单信
息袁第一时间落实了严密的监测措施遥 等忙完
回到家袁老母亲已被弟弟接回去袁错过了陪伴
老人家吃年夜饭的时间袁 罗年生内心无比愧
疚遥

野这事关系村民生命健康安全袁必须不漏一
户尧不漏一人袁再去排查尧宣传遥 冶大年初一袁正当
人们沉浸在新年的快乐中袁 罗年生早早来到村
部袁再次安排布置重点人员排查尧疫情宣传等工
作遥 整整一天袁他领着同事对 13 个小组 463 户
摸了个遍袁新增上报 2 名监测对象遥 野哪怕踏破
鞋袁走烂脚袁决不能留下丝毫隐患遥 冶事后袁罗年
生如是说遥

宣传劝导超硬核
野叫了你们呆在家袁 还跑出来袁 赶紧滚回

去浴冶1 月 26 日袁罗年生领头开展疫情防控宣传
劝导工作袁路过家门口时袁瞧见妻儿正和一帮
邻居在烧柴烤火袁立马怒不可遏袁上前把他们
狠狠地骂了一顿遥 邻居们见状袁惊愕地四处散
开遥 谁也想不到平时性格温和的他袁会如此大
动肝火遥

事实上袁疫情防控宣传劝导中袁只要罗年生
发现人群聚集尧串门聚会等现象袁都表现得相当
野硬核冶:有宗亲扎堆打牌袁他毫不客气上前掀掉
牌桌曰见老朋友家有客登门袁他不留情面替人下
野逐客令冶噎噎村民都说袁野老年冶变成了野老严冶袁
六亲都不认了遥 野讲客气袁留情面袁只会害人害
己袁疫情当前袁人人平等遥 一声骂袁一时粗袁才有
长时的健康安全遥 冶当有人提醒注意劝导方式方
法袁罗年生这样回怼遥

居家监测不惧险
野不好袁量下来低烧浴 冶1 月 30 日下午袁正在

下组宣传劝导的罗年生忽然接报袁 廖村小组一
位武汉返瑞人员体温升高袁 需要送市里集中留
置观察遥 虽然已有责任村干部在现场袁同事们也
好心劝他不要前往袁毕竟情况不明十分危险袁可
罗年生还是毫不犹豫飞奔过去袁 协助医护人员
劝导家属扩大防控范围遥 要知道袁当时的他只戴
了一只普通医用口罩袁 来不及穿上哪怕薄薄的
防护衣遥 万幸的是袁经过市里留置观测袁该监测
人员及时排除了新冠肺炎感染的可能袁 只是着
凉引起的一时低烧遥

在对排查下来的 5 名武汉返瑞人员监测期
间袁罗年生都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袁每天坚持上
门劝导监控袁协助测体温遥 面对家人的担忧袁他
说院野我是共产党员袁随时准备牺牲一切遥 我是党
支部书记袁别人要上前袁我更要上前遥

老骥犹壮志袁 为民保安康遥 罗年生身先士
卒尧守土尽责的言行举止袁深深地打动着人们遥
在他引领下袁 许多党员群众志愿者加入防控队
伍袁共同打好这场疫情阻击战遥

“执法装”换成“红马甲”后……
阴温久昌 刘海燕 本报记者黄书文

“我没事，能坚持！”
阴本报记者郑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