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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野连心桥冶暖心更有爱
海河镇能在短时间内扑灭疫情袁实现社会面全面清零袁与运用

县 12345 网络平台和现代化消杀工具密切相关遥 网络平台信息
收集便捷尧化解矛盾迅速尧服务群众高效袁充分体现了特级服
务水平遥 从 4 月 15 日至 4 月 24 日先后解决群众诉求 184
件袁满意率 100%袁网络平台成了镇党委政府疫情防控野又一
哨冶袁搭起了便民服务野连心桥冶遥

主动作为袁拓宽信息收集渠道遥野耶12345 平台爷就是我们
发现问题的耶前哨爷袁对发现的每个问题我们一定认真仔细
地答复好尧解决好尧服务好冶袁海河镇党委书记孙良海说遥疫情
发生以后的前 9 天袁 先后帮助群众解决了出行问题 52 件尧健
康码转码问题 38 件尧农产品保供问题 25 件尧社区管控问题 18
件尧外出看病问题 14 件尧需要购买药品问题 9 件袁其他涉疫问题
28 件遥在加快平台交办件办理的同时袁该镇还通过公开电话征集尧网
格员上报尧一线走访等多种渠道收集发现问题遥

立即沟通袁加快问题解决速度遥 野群众有需求袁我们政府必须有回
应冶袁 海河镇镇长刘德龙说遥 接到信息后第一时间联系诉求人了解情
况袁协调多部门联动帮助处理事项袁我们努力多一点袁解决问题速度
快一点袁群众困难就会少一点遥

为了以快制快地实现社会面全面清零袁镇党委政府联系县
义工联合会志愿者义务消杀队来镇协助开展现代化消杀活
动遥4 月 22 日下午袁县义工联合会志愿者来到海河镇开展义
务消杀活动遥 他们换上防护服袁从车上抬下 40 多公斤的
植保无人机袁打开机翼袁安装蓄电池袁添加消毒液袁遥控
指挥飞机起飞喷洒药液噎噎在开阔无障碍的区域用无
人机消杀袁在小区街道用绕管机人工喷洒消毒袁连续 4
个小时紧张工作袁 他们义务为海河镇行政服务中心广
场尧陈海线尧伯森路尧工业园区等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开展严
格规范的环境消杀遥

这支抗疫突击队的 4 名县义工联合会的志愿者来自泰州尧
盐城尧射阳不同地方袁但面对当前防疫消杀的需要袁大家一商议袁
自带机械尧自带车辆尧自购物资袁迅速组成志愿服务队袁来到海河镇
海投入抗疫战斗袁为海河镇实现社会面全面清零立下汗马功劳遥

特快车队争分夺秒跑出野加速度冶
天有不测之风云遥 4 月 16 日袁正在指挥抗疫的沙东村党委书记

万浩接到通知袁 因他在六份小街邮政局工作的爱人成了 野密接
者冶袁万浩成了野次密接者冶必须立即隔离浴 作为有 3500 多常住
人口的全镇最大村袁密接和次密接者离村隔离 75 人袁居家隔
离 6 人遥 如此严峻的抗疫形势袁没有得力人指挥哪行钥 海河
镇党委立即研究决定派镇安监局副局长尧 项目办主任陈
祥负责全面领导沙东村的抗疫战斗遥

陈祥临危受命袁他深知抗疫刻不容缓袁必须以快
制快遥核酸检测需要快袁试管转运需要快袁为病者送药
需要快袁为居家隔离户提供生活日用品和蔬菜食品也
要快遥如何才能野快冶起来呢钥村里没有公用车辆怎么办钥

党员尧村会计黄龙看出了陈祥的难处袁表示用私家车
为抗疫提供义务服务遥 陈祥立即将党员干部野私车公用冶的
先进事迹通过大喇叭向全村广播宣传遥

一旗高举多旗飘遥
黄龙的 85 号车一马当先袁志愿者万勇的 62 号车来了袁戴飞

雄的 8 号车来了袁韩露的 20 号车来了袁皋筛成的车来了遥一支野私车
公用冶的特快车队迅速成立遥

陈祥组建的这支野特快车队冶袁机动灵活袁在抗疫中大显身手遥
核酸检测药用物资器材转运及时快速袁全村 15 个封控点 1450 人
的生活用品和食品蔬菜袁都能及时无误地送达到户袁达到了以
快制快的理想要求遥 第六网格有位患有糖尿病尧哮喘等疾病
的老人袁封控期间药物用完袁特快车队闻讯后第一时间联系
封控区外的热心群众前往县医院帮助购买袁 及时将救命
药转送至病人手中遥 20 多天来袁这支特快车队先后为封
控点人员垫支购买药品等急需物资 5000 多元遥

更多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延续
在海河镇的抗疫战场上袁 还有一个以老党员为主要

志愿者成员的特别后勤部袁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感人至深遥
故事还得从隔离人员最多的大有村说起遥

大有村有个 3 万羽蛋鸡存栏量的大型鸡场袁平时几乎每天
都有外地车辆运进饲料和运出鸡蛋遥 全村实行封控管理后袁所有
车辆都进不来了遥 鸡场本来库存饲料就不足袁突如其来的疫情给鸡
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遥 鸡蛋一时运不出袁还可以在仓库暂时放一
放袁鸡饲料可一天都不能缺的啊浴

正当鸡场老板唐晟一筹莫展之时袁镇党委及时传达中央关于野疫情
要防住袁经济要稳住袁发展要安全冶的重要指示精神袁要求全镇防疫不
松劲袁生产不停步遥 以老党员徐以栋为首的志愿者特别后勤部袁向村
党支部请缨袁主动承担此光荣任务遥 他们十来个人首先将自己和
亲戚朋友家积存的稻子尧大麦和其他杂粮收集起来过磅记账袁加
工成鸡饲料袁按质论价卖给鸡场袁保证鸡场有饲料喂鸡袁在党
员志愿者的带动下袁 全村各家各户都自愿将家中的杂粮拿
出来加工饲料袁 以解鸡场燃眉之急袁 保证了鸡场运转正
常遥

鸡场饲料问题解决了袁离村隔离农户的猪和鸡鹅鸭
谁来照看和喂养钥 还是由这个志愿者后勤部 野承

包冶下来遥隔离农户哪家几头猪袁几只鸡鹅鸭袁徐以
栋都有一本明细账袁 谁具体负责哪几户袁 分工明

确袁责任到人遥
这个抗疫特别后勤部在野疫冶线战场上坚守了

20 天袁大有村解除封控管理后袁隔离农户回家后发
现猪子未掉膘袁鸡鸭鹅没少生蛋袁从心底里感谢村

党支部袁感谢老党员志愿者好后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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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袁防控就是责任遥 一方有疫情袁八方点精兵遥
4 月 15 日袁海河镇发生疫情后袁在县委县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下袁以快制快袁在第一时间就组

织起 320 名医护人员尧120 名公安干警尧30 名县纪监委干部尧1035 名志愿者袁由党员领队扛起党
旗逆行疫区投入抗疫战斗遥 海河镇 54 个党支部袁率领在家的 1100 多名共产党员尧500 多名镇村
干部袁尽锐出击袁勠力同心战疫魔遥

经过五天的日夜奋战袁海河全镇实现了社会面全面清零袁战疫赢得阶段性胜利遥在这极不平
凡的近 20 天时间里袁野疫冶线战场党旗飘扬袁党徽显耀袁海河镇的党员干部下沉到村居组户和广
大群众一起抗疫袁党旗飘在一线袁堡垒筑在一线袁党员冲在一线的动人事迹袁在鹤乡大地广为传
颂遥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这是一场大考袁与死神搏斗袁必须具有钢铁般的意志遥
现在的海河镇是与原阜余镇合并组建的拥有 11 万人口的大镇袁与海河中心卫生院相隔 10

多公里的阜余医院的医务人员袁理应同中心卫生院共同承担着抗疫重任遥但是袁阜余医院在门诊
发现了阳性确诊患者后袁按照防疫规定袁院内医务人员全部实行隔离遥

本来两个医院承担的抗疫防疫任务袁 一下子全落到海河中心卫生院的全体医务人员身上遥
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尧院长时海军立即召开支部会议袁要求全体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一个人当
两个人用袁一天完成两天的工作量遥时海军向镇党委书记孙良海和镇长刘德龙立下野军令状冶院海
河中心卫生院一定完成野一肩挑两院冶的特殊使命袁将人民至上袁生命至上落实在我们抗疫防疫
的具体行动上浴

野完成特殊使命袁必须有特殊的精神状态遥 冶时海军说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遥时海军率先垂
范袁从 4 月 15 日起袁每天最多休息两三个小时袁经常通宵达旦袁日夜不分地开着那部 986 号私家
车袁奔波在海河中心卫生院和阜余医院的两个抗疫战场袁家住在陈洋小街的 74 岁的父亲癌症术
后休养袁20 多天来袁时海军一次也没有回家看望父亲遥

院长全天候在岗袁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班遥 中心卫生院的 40 多位医务人员袁20 多天吃住在
抗疫一线袁没有一个人请假回过家遥积极配合外援的 300 多名医务人员袁对全镇现居住人口实行
多轮次核酸检测袁每天达 5 万人次袁共进行核酸检测 20 余次袁达到应检尽检袁不漏一人遥

为了完成特殊使命袁医院的党员骨干除了带头苦干实干外袁还动脑筋想办法巧干遥 青年党
员尧负责核酸检测采样码打印和分发的现金会计宋孝伟袁随着核酸检测频率的增加袁采样码打印
量和裹绕量成倍增加袁宋孝伟尽管白天黑夜连轴干袁一天也只能打印 4 万份遥 每天近 10 万张检
测码要打印裹绕袁一个人一台电脑是根本无法完成的遥

面对困难袁宋孝伟没有叫苦袁更没有退却袁宋孝伟开动脑筋袁通过反复钻研袁在装订账册用的
手枪钻上做起了文章遥 他发现工作进度上不来主要是检测码裹绕太慢遥 他想既然手枪钻钻孔转
速那么快袁如果有了钻孔速度袁工效定会大提高遥 宋孝伟的家人知道了宋孝伟的想法后劝他说袁
人家发明手枪钻是打孔专用工具袁与你打印核酸检测码风马牛不相及袁不要异想天开了袁还是向
院长回报袁请求加人加机吧遥 宋孝伟知道在此非常时期袁一个人都当两个人用了袁增加人员是不
可能的袁作为党员袁还是应该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上挖潜力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经过反复试验袁他终于想出了办法袁在钻头部位装上一个塑料小套管袁将
核酸检测码绕在小套管上袁手枪钻手柄上的电动开关轻轻一摁袁手枪钻滋滋地响了起来袁将核酸
检测码以钻孔速度裹绕到塑料小套管上袁工效提高了两倍多遥

一项小发明袁解决了大难题遥 宋孝伟成功了袁院党支部赞扬他在抗疫战场上立了一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