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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院“互联网+义务植树”为美丽家园“添新绿”
最是一年春光好袁植树添绿正当时遥 连日来袁广东肇庆线上线下齐发力袁积极做好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袁做到防疫与绿化双促进遥 在线上袁未成年人宅在家中袁通过网络在野云端冶播种春
天袁体验植树的乐趣袁感受绿色环保对生活的美好意义遥 在线下袁各单位组织志愿者开展义务
植树活动袁共建美丽文明城袁更加坚定大家保护生态环境尧战胜疫情的勇气和信心遥 杜杏玲

安徽合肥院各级身边好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
抗击新冠肺炎工作开展以来袁安徽合肥肥东县广泛发动袁动员各级各类的身边好人第一

时间参与其中袁全县各级好人充分发挥榜样典型示范作用袁身先士卒尧勇于担当袁与广大干部
群众并肩战斗袁通过捐款捐物尧带头冲锋尧参与志愿服务等方式投身至疫情防控一线袁用实际
行动彰显了道德模范风采和身边好人风范袁在抗击疫情的洪流中凝聚成一股暖心力量袁温暖
着全县广大人民群众遥 王鸿

上海院清明期间推出网络祭扫等便民服务
记者从 14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袁 在倡导市民群众在今

年清明期间渊3 月 28 日至 4 月 12 日冤不要前往公墓尧骨灰堂进行现场祭扫的同时袁上海全市
经营性公墓渊骨灰堂冤将推出集体祭扫尧网络祭扫尧代客祭扫三项便民服务措施遥 吴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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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黄云袁女袁2003 年调入市司法局工作袁2009 年 8 月

起请假外出至今一直不在岗, 期间多次要求其返岗袁但
一直未返回原单位工作遥 根据市委组织部尧市人社局尧
市委编办尧市财政局叶关于常态化开展机关事业单位清
理野吃空饷冶和在编不在岗工作的通知曳渊瑞人社也2019页
65 号冤和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曳有关规定袁经党组
会议研究袁决定辞退黄云公务员职务袁并报上级主管部
门批准遥

特此公告
瑞金市司法局

2020 年 3月 16 日

12 日下午袁 洛阳市委宣传部尧
市文明办尧市妇联等携手爱心企业尧
河洛社工志愿服务抗疫支援团袁来
到洛阳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王永
良尧张飞龙家中袁为其家属送去慰问
品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 洛阳
市委宣传部尧 市文明办联合市总工
会尧团市委尧市妇联尧市卫健委尧市教
育局等发起一系列关爱疫情防控一
线医务人员家庭的志愿服务活动袁
用心用情排忧解难袁为野逆行者冶守
好后方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关心爱护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医务人
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袁 洛阳市专门
印发 叶野为奉献者奉献冶要要要关爱疫
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家庭学雷锋志
愿服务专项行动方案曳袁成立关心关
爱医务人员协调小组袁 确保医务人
员及其家庭的需求野件件有回音尧事
事有着落冶遥

截至目前袁 洛阳市已为支援湖
北医疗队及定点救治医院尧 疾控部

门等单位的 6000 余名一线医务人
员建立了家庭档案袁 并为其购买人
身意外保险遥 围绕一线医务人员及
其家庭需求袁 洛阳市统筹整合各级
工会尧妇联尧共青团等团体力量袁依
托街道尧 乡镇等基层组织就近开展
精准志愿服务要要要

送暖心包遥洛阳市妇联尧市总工
会尧团市委等组织志愿者袁分赴各县
渊市冤区深入 123 名洛阳支援湖北医
疗队队员家中进行慰问袁 分别为他
们送去口罩尧消毒液尧洗手液尧米面
油尧营养品等野暖心包冶遥市总工会还
为每位队员发放 2000 元慰问金遥

送爱心菜遥 洛阳市妇联巾帼志
愿者罗红果等与河洛社工志愿服务
抗疫支援团袁 每周为医疗队队员家
庭免费配送一次各类新鲜菜品曰市
总工会累计为医疗队队员家庭送去
蔬菜尧水果尧牛奶等 232 次遥

野一对一冶精准服务遥 一线青年
护士梁亚梅因亲属患重病遭遇困
境袁 团市委在两个小时内为其筹集
捐款约 9 万元曰 洛阳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赵红梅十分挂念居住在甘肃
省天水市的年迈父母袁 团市委主动
与当地团委联系协调落实帮扶措
施袁 架起了跨越 700 公里的爱心连
线遥 市教育局组织骨干教师成立志
愿服务队袁 与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建
立一对一联系袁 为他们在线学习提
供细心周到服务遥

心理帮扶 野不掉线 冶遥 借助
12338 维权热线尧12355 心理咨询热
线尧微信群等袁市妇联尧市总工会等
组织心理学专家袁每天通过短信尧微
信尧电话等形式袁为医务人员及家属
送去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遥

野战耶疫爷场上袁谢谢大家的鼓
励和支持遥冶对来自志愿团体的关心
关爱袁医护人员纷纷表示袁他们将不
负重托袁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
力以赴遥 田利锋 杨珂

野将蔬菜送给独居老人后袁看
着老人喜笑颜开的表情袁心里有
一种成就感和获得感遥 冶3 月 12
日袁来自湖北省鄂州市南塔社区
野00 后冶志愿者缪柠骏告诉记者遥

缪柠骏是湖北经济学院金融
学大一新生袁今年 7 月将满 18 周
岁袁是共青团鄂州市委年纪最小
的志愿者遥 学校放寒假后袁他从
武汉返回鄂州家中袁2 月 15 日袁
他报名志愿者服务工作袁2 月 18
日接到过审通知遥

野志愿服务者的要求年满 18
岁袁 我今年 7 月份才满 18 岁袁但
是我渴望前往疫情一线袁为鄂州
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做一点自己
的贡献遥 好在报名不久袁我就收
到了录用志愿通知遥 冶缪柠骏高
兴地说遥

缪柠骏每天的主要工作是负
责南塔社区二网格蔬菜信息配
送工作袁他需要跟其他志愿者一
起袁 将蔬菜包运送至订户楼下袁
每天大约需要运送 40 至 80 份蔬
菜包遥对于一些腿脚不方便居民袁
他还需要将蔬菜送至居民家中遥
缪柠骏说袁每当将蔬菜包送至居
民家楼下时袁居民领取蔬菜时的
高兴劲袁都能让他感受到志愿服
务的成就感和获得感遥 除了为居
民配送蔬菜包外袁他还负责居民
需要粮油等信息收集袁并将收集
的信息交给供应商遥

野我服务的社区多人确诊冠状肺炎袁和居
民近距离接触袁 心里也很害怕袁 也有一些顾
忌遥 冶缪柠骏说袁但是志愿服务精神一直感染着
他袁父母在一线防控也鼓舞着他遥

缪柠骏说袁 他父亲在鄂州市总工会上班袁
母亲在鄂州市城管局工作遥 疫情刚爆发时候袁
父母本可以前往新洲过年袁但是他们坚决留下
来遥 现在袁父亲在四眼井社区执勤袁母亲在飞鹅
社区参加疫情防控遥 父母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坚
守袁让他深受感染和鼓舞遥

野孩子一直在身边不觉得袁通过这次志愿
活动袁我发现孩子慢慢长大了浴 冶缪柠骏母亲程
锦欣慰地说袁缪柠骏是瞒着他们报名参加疫情
志愿服务袁报名通过之后才告诉她遥

跟缪柠骏一样袁 团鄂州市委发布招募令
后袁 广大青年踊跃
报名袁最终 757 名青
年 志 愿 者 通 过 审
核遥 其中袁 有多名
野00 后冶志愿者响应
号召袁 在岗位上默
默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遥 朱丽晨

银为了巩固防疫工作成果袁3 月 14 日袁 在成都市委市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袁 全市以社区为基本作业单元袁 以家庭尧单
位尧社区院落尧铁路公路沿线等为重点袁采取网格化管理尧包
片包干尧分区域分时段推进等方式袁在充分做好人员个人防
护的情况下袁开展全市野卫生大扫除冶活动遥 图为志愿者正在
进行大扫除遥 田怀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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