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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生病了，但必须带头坚持！”

杨福华，今年 58岁，担任黄添村党支部书
记 9年。2019年 9月，他被检查出患有肺癌，一
直在做化疗、放疗。

“正月初二，本来是我和医生约定做放疗
的日子，但疫情来势汹汹，从党中央到地方各
级，对疫情防控高度重视。尽管我生病了，但
必须要带头把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好！”杨福华
主动推迟了约定的放疗，全身心地投入到全村
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你的身体要紧，你的命要紧哦！”家人和
邻里亲朋都好意劝他先好好治病。杨福华总
是回答：“非常时期，疫情涉及那么多群众的生
命健康安全，我是党支部书记，怎么放得下？！”

家人“犟”不过他，只好转而支持他干好工
作。

杨福华所在的村共 11个组、2000多人，都
在黄添场镇周边，国道 351 穿境而过，防控形
势十分复杂。

大年初一，迎接镇召集所有村干部开会，
紧急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回村后，杨
福华立即安排村上相关工作。

镇上驻村干部、村组干部以包村民小组的
方式开展入户排查，不漏掉一户。截至目前，
全村共排查出从湖北、浙江、广东、上海、北京、
重庆等地返乡人员 50余人。除 13名人员尚在
居家观察外，其余人员已经完成居家观察并

“解除警报”。
发传单、入户宣传、小喇叭轮流播放宣传、

组建摩托车巡逻队每天开展巡逻查看、设卡严
控车流人员进出、关闭场镇市场商铺、为村民
代购生活物资、统一配送农资组织春耕备耕……
杨福华和大家一道研究出一系列举措，严控人
员聚集流动，守护全村群众安康。

就这样，杨福华完全忘记了自己是病人，
没日没夜地工作。一辆摩托车，就是他奔前跑
后的交通工具。

直到后来几天，健康状况逐步堪忧的他，

只好每天上午去医院放疗，下午回村工作。

“我是党支部书记，请跟我来！”

“我是党支部书记，请跟我来！”这是杨福
华对全村党员干部喊出的一句响亮话语。

身患重病的他，带头坚持工作。每天早上
6 点 30 分，他在儿子的护送下去城里医院放
疗，随后回到村上继续开展工作；每天摩托车
巡逻队伍中，他是最前面的那一个；每天干工
作至晚上十一二点，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村办
公室的人……

让杨福华操心的事一大堆：一天晚上 11
点过，得知村民丁某某从外地回来的消息，已
经睡下的他立即起床，骑上摩托车上门登记、
摸排；村民周某系武汉返乡人员，居家观察期
间想出门买菜，村民一个电话打到杨福华那
里，他立刻前往劝阻……

不分白天黑夜，无论生死安危，杨福华一
心想着群众。他忘我付出，感动了乡邻，更带
动了一大批群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疫情阻击
战中。

叶鹏飞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 50 岁的叶鹏飞是一名党员、退伍军

人。在外务工的他，春节回老家过年。他组织
场镇 7 名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普通群众成立
民兵志愿者队伍，一直坚守在守护市场、维护
场镇秩序的工作中。他说：“疫情发生后，我们
的村党支部书记杨福华身患重病却带病坚持
工作。在他的感召下，我也毫不退缩地站在了
他的身边，把我们黄添场镇守护好！”

有人问杨福华：“你这么拼命值不值？”
杨福华铿锵回答：“值！当然值！经过不

懈努力，止住了疫情的蔓延，我感到非常高
兴！”

话语间，他胸前的党徽，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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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日前，市教育和体育局、市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呼吁全市中小学生参加战“疫”
比赛活动。

据悉，为配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引导全市
中小学生在假期中了解掌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识，自觉
加入战“疫”行动，当好小小宣传员，市文明办、市教育和体
育局联合新华文轩资阳市分公司，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主
题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知、我绘、我写、我唱、我示范”
的比赛活动。活动时间为期一个月，从 2 月 13 日—3 月 13
日结束。参赛对象为全市中小学生。参赛类别包括：手抄
报（仅限小学生）、书法类、征文类、原创歌曲类、微视频
类。活动将分别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所有作品须在 2 月 28 日前报送至各县（区）文明办指
定邮箱，投稿时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学校班级、指
导教师（通过 QQ、微信、电话等网络指导的老师）。3 月 3
日前，各县（区）文明办会同当地教育和体育局择优推荐参评
作品报送至市文明办指定邮箱。（市文明办电话：26560101，邮
箱：zyswmbxx@163.com；雁江区文明办电话：16608111778，邮
箱：879606834@qq.com；安岳县文明办电话：24523160，邮箱：
461680735@qq.com；乐至县文明办电话：23354913，邮箱：
lz33549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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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治乱象
凝心聚力护民生

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宣

24 岁的龚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
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的现役军人，去年国庆前刚
向部队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 月 29 日
上午，还在休假期间的龚尧主动申请到金顺镇
仁义寨村防疫监测点，与其他工作人员对过往
的车辆进行消毒，对外来人员测量体温，吃住
均在点上。

目前，全县 374 个志愿服务大队、1500

余支志愿服务小分队、8000 余名志愿者正
有序开展宣传劝导、治安巡逻、监测点值守
等工作。“帅乡有我 党员先锋”红袖标出现
在每一个小区、院落，“小红帽”是抗疫一线
的亮丽风景线。通旅九义校教师李卓、陆
晓敏夫妇主动为监测点工作人员捐献电热
毯、主动帮党委录制宣传音频。石湍镇返
乡农民工蒲松柏、蒲艳萍、杨亿能、杨鹏主

动报名参加志愿服务，帮助村组干部守好
防控一线……

“我是党员，我先上”，是共产党员铮铮
誓言；“勇于担当，不负重托”，是各级干部
面对严峻挑战的回答；“待‘疫’过天晴，再
繁 花 与 共 ”，这 是 广 大 党 员 群 众 共 同 的 期
许。在鲜艳党旗的引领下，相信我们必会
取得胜利 !

“全天候”服务
确保重点单位“电无忧”

“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就是做好医疗救治和防疫物资生
产供应，一定要确保上述单位用电万无一失！”资阳供电公司
营销（农电）部负责人向相关工作人员强调。

疫情发生后，资阳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地方政府部门，第一
时间理清属地发热门诊、定点收治医院以及重点生产企业，组
建供电保障“全天候”专属服务团队，对全市 3家口罩生产企
业、4家定点医院和 90余家发热门诊等疫情防控重点单位及
场所开展保电工作，为安岳县人民医院等 3家重点单位开通
新装（增容）办电绿色通道，全面实施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

“三零”服务，全力确保防疫用电安全可靠，为疫情防控和医疗
物资正常有序供应提供坚强电力后盾。

“不见面”服务
满足群众办电“不出门”

减少人员流动和近距离接触，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最有效
方式。为此，资阳供电公司积极推行“不见面”线上服务，全
力支持疫情防控期间“不出门就是作贡献”的号召。

——开启服务“直通键”。为满足客户“不出门”的办电需
求，资阳供电公司推出“全天候”电话咨询服务。 据统计，截
至 2月 14日已累计通过电话远程处理客户用电咨询 1236笔。

——敲响办电“快捷键”。“多亏了‘网上国网’APP，在家
里就把电费缴了，又给我节约了个口罩。”家住雁江区九曲一
号小区的刘女士高兴地说。为了让更多市民享受到足不出户
动动手指就能办理各种用电业务的快捷服务，资阳供电公司
积极宣传“网上国网”APP、“四川电力”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服
务渠道，截至 2月 14日面向社会发送线上缴费办电宣传短信
279.15万条，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发布线上缴费办电指南 5万
余条次。

——按下电费“暂停键”。对于已出现欠费的居民用户又
该怎么办？资阳供电公司全面兑现疫情防控期间居民用户欠
费不停电的温馨承诺，远程下发保电指令，及时处理保电失败
表计，及时告知保电失败用户，截至 2月 14日累计为全市 1.09
万户欠费居民用户提供不停电保障。

“云办理”服务
助推企业用电“降成本”

“供电公司建议我们办理暂停变压器业务，还可以从 2
月 1 日算起，这个月就可以减少基本电费 8000 多元，真是雪
中送炭！”2月 13日，资阳高新区某化工企业电气负责人激动
地说道。

扶持性基本电价政策出台后，资阳供电公司主动服务用
电企业，帮助测算基本电费成本，指导用户选择合理的基本电
费计收方式，最大程度减少企业电费支出。

为了实现“当日申请、当日办结”，让用户省钱省时又省
心，同时充分减少人员接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资阳供电公
司推出了不见面的“云办理”服务方式。如办理变压器暂停

（减容）业务时，用户只需通过“网上国网”APP申请，并将停用
变压器的铭牌照片、停用主变的高压开关（全容量停用的要拉
开变电所进线开关，不得留有生活照明负荷）断开照片以及停
用操作过程的视频微信发送给客户经理，客户经理就能在当
天进行线上审批并完成业务办理，现场相关工作可待疫情缓
解后再开展。

据了解，截至 2月 14日，该公司已通过“云办理”服务方式
为全市 46家企业办理基本电费计收方式变更、暂停（减容）等
扶持性政策业务。

国网资阳供电公司

保障疫情期间用电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全市中小学生：

请来参加战“疫”比赛活动

乐至县

构筑起抗击疫情的红色防线

重病在身，他仍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自新冠肺炎疫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打 响 以
来，乐至县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严格落实
中央和省市部署，充
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带领群
众抗击疫情、共克时
艰，在帅乡大地上筑
起了一道道坚固的红
色防线，一面面鲜艳
的党旗高高飘扬。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2 月 13 日中午 12
时 15 分，一位年近六
旬的男子在资阳市某
医院肿瘤科输完液、
做完放疗。刚拔掉针
头的他，在儿子的护
送下，急匆匆地赶到
雁江区迎接镇政府，
与党委、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商议疫情防控
工作。他在关键时刻
冲锋在前、忘我奉献
的精神，令在场人员
无不感到敬佩。

他，就是迎接镇
黄添村党支部书记杨
福华。

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时，应号召、勇出征，全
县 2400余名医护人员迅速集结、挺身而出，站
在抗疫第一线，用逆行的身影践行恪尽职守、
救死扶伤的承诺。

“我愿意去，作为一名党员，义不容辞。”2
月 9日凌晨，乐至县第三人民医院护士长何冬

梅的话简单、朴实却又充满力量。面对征集医
护工作者到武汉支援的号召，全县医护人员主
动递交请愿书 200余份。2月 9日上午，由 6名
医护人员组成的乐至县首批支援湖北医护队，
与家人同事匆匆告别，奔赴湖北战“疫”前线。

县人民医院护士郭玉娟为降低感染风险，

剪掉了钟爱的长发；感染科医师李浩一直坚守
工作岗位，做好初步筛查；医护人员工作期间，
为了节约一套防护服，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他们毅然站在了抗疫第一线，只为守护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他们，是最美的逆
行者。

“最美白衣天使”
疫情就是号角，他们勇挑重担，逆行而上

“最美公安民警”
疫情就是警情，他们勠力奋战，诠释担当

战“疫”一打响，乐至县 726名民警辅警第
一时间取消休假，不畏严寒、不惧病毒，坚守一
线做好防疫监测点勤务、重点人员摸排、重点
场所巡查、重点部位管控等工作。

李联菊和徐任宣夫妻都是人民警察，也
都是共产党员。1 月 25 日，县政府发布疫情

联防联控通告后，夫妻俩当即放弃少有的团
聚时光，和全体公安民警一道投身到战“疫”
中。作为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主任，李联菊
通过多种方式筹措防护用品，全力保障每位
执勤战友的安全；身为城东派出所所长的徐
任宣，则和社区干部、民警一道，在辖区各个

居民小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忙碌的工作
让夫妻俩无暇见面，只能把关心、担心都放
在心里。

疫情面前挺身而出，危难时刻尽显本色，
“有事找警察”是他们的庄严承诺，他们用身躯
筑起防线，只为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最美基层干部”
疫情就是责任，他们坚守一线，冲锋在前

“大家不要出门了，没得事不要去赶场。”
“随时记到戴口罩，避免相互传染。”“莫堆到一
起打牌哦，人多风险大。”……2月 6日一大早，
在乐至县龙门镇鱼龙桥村防疫监测点，82岁的
老党员胡忠志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胡忠志曾在该村担任了多年的党支部书
记，有着 59年党龄的他，完全听不进镇村干部
的“劝阻”，依然冲在第一线，每天坚持到监测
点值守，给过往行人测量体温，劝导行人戴口
罩，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从上午 8 点至晚上 10

点，连续 14个小时，从不叫苦叫累。
疫情发生后，全县迅速组建 600余个“抗疫

先锋队”，8000余名机关、村（社区）、村（居）民
小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挨家挨户登记排查、
宣传防疫知识，第一时间回应诉求、解决问题。

“最美电力保障队”
疫情就是命令，他们迅速响应，跑赢时间

2 月 1 日，在乐至县人民医院（新区）原停
车场内，20名戴着口罩的乐至电力公司党员突
击队队员紧握右手，在雨中郑重承诺：为乐至
县人民医院应急隔离病房如期投用做好电力
保障。

乐至供电公司组织以党员带头的电力突击

队不分昼夜施工，从现场勘查测量、制定最佳供
电方案、联系厂家赶制配电柜、铺设电缆、设备
贴牌标注等，到最后通过验收送电，他们仅用了
不到3天时间，比原定计划时间提前了2天多。

自疫情发生后，乐至电力突击队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时刻冲在防控疫情、

保障安全生产第一线。突击队党员带头主动放
弃休假，在营业窗口、保电一线、抢修现场等处主
动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全力以赴保供电。在
突击队党员的带动下，25岁的队员温鑫在抗疫一
线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是抗击疫情的亲身
经历，坚定了他加入党组织的决心。

“最美志愿服务队”
疫情就是战场，他们勇敢向前，无私奉献

杨福华率摩托车巡逻队守护村民安康。

为全力应对疫情影响，国网资阳供电公司
及时推出多项抗疫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民生和
防疫用电，助力全市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