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柔肩担道义
要要要瑞金市女子商会积极参战疫情防控纪实

阴本报记者朱燕

经过全市干群一个多月的团结奋战袁我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可喜战果遥 截至
目前袁瑞金未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袁
复工复产正在有序推进遥成绩的取得袁离不开广大
干群的并肩作战袁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配合支持遥瑞
金市女子商会这个在元月 10 日刚刚成立的社会
组织袁积极参与疫情防控袁以饱满的热情和无私的
奉献赢得政府部门的肯定和社区居民的赞扬遥

元月下旬袁我市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袁市女子
商会以坐不住的责任感密切关注全市防疫动态遥
理事会骨干成员通过微信群商量如何为防疫工作
作贡献袁野广泛发动尧凝聚力量袁为前线值守的工作
人员办点实事袁鼓劲加油浴冶市女子商会会长尧商会
党支部书记杨建云的提议得到大家认同遥

1 月 25 日袁商会发起募捐倡议遥 没几天就有
会员和商会外爱心人士 109 人通过二维码捐集善
款 13816 元袁 理事会工作人员分三次把捐款汇到
武汉慈善总会袁 为疫区医务工作者购买医用防护
品遥 2 月 5 日袁商会副会长吴丽带头发起募捐袁募
集到几千元的钱款和方便面尧 矿泉水尧 面包等物
资遥 随后袁商会组织成立女子慰问队袁冒着寒冷袁
带着物资袁 马不停蹄地慰问了 9 个卡口的值守人
员遥 几天后袁女子商会再次发动捐款袁2 月 9 日袁常
务副会长刘美兰带领商会的姐妹们将捐集的
4500 元钱购买好口罩尧洗手液尧矿泉水尧面包等物
资袁 并把物资当天就送到高速瑞金东尧 瑞金西和
G206 瑞金与石城交界处卡口袁向战斗在野疫冶线的
同志们表示慰问和感谢遥

柔肩担道义袁丹心筑防线遥在今年二月份疫情
防控工作最紧张尧最关键的时期袁女子商会 73 位
会员累计募集善款 22947 元袁 用于购买防控物资
支援野疫冶线遥同时袁有 34 位会员主动请缨袁参与疫
情防控具体工作袁 协助法院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落
实网格防疫措施遥 她们手提扩音喇叭走街串巷宣
传防疫知识和政府通告袁 风雨无阻做好小区值守
巡查工作遥她们以女子特有的细腻和韧性袁出色完
成各项任务袁 为全市打赢防疫攻坚战奉献了难能
可贵的巾帼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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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阻击战 巾帼有担当

她是一个女儿袁母亲年迈且
患有骨头坏死病曰 她是一个妻
子袁丈夫曾做过手术不能干重体
力活曰她又是孩子的妈妈袁孩子
们的生活起居和学习袁事无巨细
都是她安排遥 但袁 自 1 月 25 日
渊农历正月初一冤以来袁她舍小家
为大家袁放弃休假袁逆行而上袁始
终奋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
一线遥 她就是市政协委员尧市行
政审批局副局长刘琳遥

野我们要做关键时候党和
人民靠得住尧信得过的干部遥 冶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
情袁刘琳经常用这句话来勉励
自己袁也用这句话来引导单位
干部职工遥 农历春节刚过袁得
知单位需要安排一名副职带
队深入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袁刘琳主动请缨遥 她带领单
位志愿者袁对责任网格内所有
住户逐一摸排走访袁发放宣传
手册袁耐心给居民讲解防控知
识遥 同时袁密切关注重点人群
健康状况遥 在形势最为严峻的
一段时间袁她和同事们每天天

刚亮就起床赶到责任区站岗袁
生怕因为自己一时的疏漏影
响了全市的疫情防控遥 不管刮
风下雨袁天寒地冻袁从不缺岗袁
为网格居民生命安全筑起一
道坚实防线遥

行政审批局是个政府服务
群众的办事窗口袁 目前共进驻
了 29 个窗口单位袁窗口工作人
员 237 人 渊其中物业工作人员
44 人冤袁 正常工作日期间前来
办理各种业务的群众有时高达
1600 人次遥针对人员往来频繁尧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的实际袁刘
琳提前谋划袁 做细政务服务大
厅防控工作袁 动员社会力量筹
备充足的口罩尧 消毒液等重要
防护物资遥 要求物业每天对公
共场所及办公区域进行两次消
毒袁 严格执行进入服务大厅前
必须体温检测的规定袁 督查所
有人员佩戴口罩袁 发现发热人
员按照规定进行登记并送至定
点医疗机构遥

疫情防控期间袁 刘琳仍然
不忘服务群众办事的本职工

作袁她发动同事尧朋友袁采取微
信朋友圈尧 电话通知等方式广
泛宣传动员群众 野网上办冶野邮
寄办冶野预约办冶袁确保政务服务
工作不间断遥

畅通绿色通道袁 助力防疫
物资生产遥春节过后袁正是新冠
肺炎防控最吃劲的关键时期遥
刘琳按照 野特事特办尧 即来即
办尧容缺受理冶的工作机制袁加
速抗 野疫冶 审批绿色通道的开
通袁加快口罩尧消毒剂等生产企
业资质的审批袁为抗击疫情野争
分夺秒冶遥 不久前袁市民谢先生
申请办理新增消毒剂生产卫生
许可证袁原需法定工作日 20 天
才能办成的事项 2 天内顺利办
结袁 得到群众和企业的高度赞
扬遥

舍家心有愧袁坚守志不悔遥
刘琳说袁疫情面前 袁每一个公
民都不能置身事外袁作为一名
国家干部袁更要在平凡的岗位
上敬业奉献袁为我市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遥

疫 情 防 控 期
间袁市人大代表尧国
药堂大药房女老板
李海菊为红都大道
社区防控检测点送
去 20 箱泡面尧60 瓶
酒精消毒液尧10 件
矿泉水和 1 支电子
体温枪袁 还主动加
入到疫情防控队伍
中袁 成为一名防疫
志愿者遥 这是 2 月
14 日李海菊为红都
大道社区防控检测
点送物资遥

杨慧
本报记者崔晓燕摄

守护平安家园
要要要记市城市社区党工委干部杨慧

阴本报记者崔晓燕

野各位居民袁大家不要急袁保持一米安全距离袁
排队领取居民出入卡袁一户居民两天只可以凭卡出
入一人一次遥 冶2 月中旬的一天袁市城市社区党工委
干部杨慧正在洪瑞苑小区发放居民出入卡遥她一边
维持着秩序袁一边向居民宣传防疫知识袁劝导居民
少出门尧戴口罩尧勤洗手遥自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启动以来袁她深入群众袁不惧风险尧迎难而上袁发挥
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袁战斗在抗击疫情最前线遥

杨慧的丈夫是一名乡镇干部袁 夫妻俩从年初
开始一直都在防疫一线值守袁 夫妻俩的见面方式
是微信视频袁家里还有一个 2 岁的孩子遥夫妻俩都
忙于工作袁孩子只能送到外婆家照顾遥 野我都觉得
对不起孩子袁在他最需要呵护的时候袁连续十多天
都没有陪他袁 可我们都是党员干部袁 必须坚守一
线袁守护好我们的大家园遥 冶杨慧深情地说道遥

在年前袁她的左手意外负伤袁不能提重物袁但
她仍坚持每天靠着右手骑着小电驴上下班遥 做不
了重活袁 就肩负起红都大道社区疫情防控资料数
据统计工作和社区党工委的宣传工作遥 白天在社
区里防疫消毒尧统计数据和值守袁晚上写宣传稿遥
她连续十几天野连轴转冶袁每天工作都在 10 个小时
以上袁同事都劝她回家休息袁她却坚守岗位遥 野我
的身体没问题袁 必须把每天的湖北返瑞人员和密
切接触者的数据弄清楚袁因为这是我的工作遥 冶她
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干部的担当遥

舍小家顾大家
要要要市政协委员尧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刘琳一线抗野疫冶小记

阴余祥鑫 本报记者欧阳海华

渊上接第 1 版冤所幸有志者事竟
成遥 冶谈到美润环保公司的转型
发展袁 市工信局局长朱泽林感
慨地说袁1 月 30 日生产设备运
抵车间时袁所有人既喜又忧遥 喜
的是有了设备就可以着手生
产袁 忧的是调试设备的技术人
员哪里找钥 公司唯一的维修工
虽然曾经开过口罩生产设备袁
但对全自动口罩机的运作并不
熟遥

野工信局尧商务局主要领导
和企业负责人守了一夜袁 但问
题并未解决遥 冶

怎么办钥 多方联系袁最终找

到熟悉操作这种机器的我市金
联机械设备公司董事人谢永
春袁经过努力袁半天后设备终于
运转起来遥 于是袁第一批民用口
罩得以出产遥

第二批口罩顺利过检后袁
企业正准备开足马力大干一
场袁 却发现生产设备的核心部
件出了故障院 超声波点焊机不
稳定遥 这种情况根本没法保证
正常生产袁 大家分头联系解决
问题遥 一方面将园区一家企业
的超声波点焊机借过来先用袁
一方面抓住春节时机袁 找到尚
在家休假的汕头市某研究院专

家杨全先生共同前来改装尧调
试袁难题很快被攻克遥

生产逐渐步入正轨遥 不想
没过几天袁设备又出现故障院模
头破裂遥 紧接着袁刀片损钝噎噎

不得已袁 干部们再次找到
谢永春进行改装曰 找专业模具
公司拆换刀片袁现场打磨制作遥
通过多方合力攻克袁 难题被逐
一破解遥

磕磕绊绊中袁 口罩机终于
正常野转冶了起来遥 2 月 16 日袁
首批 3 万只口罩下线袁 实现赣
南地区防护口罩等物资生产
野零的突破冶遥

“瑞金造”口罩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