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鄱阳讯 笔者从鄱阳县红

十字会获悉，截至日前，该会

累计为全县防疫工作募集善

款

800

余万元、医疗物资折价

200

余万元，为该县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持续加

力。

从

1

月

26

日发出第一份

紧急募捐公告以来，该县红十

字会临时战“ 疫”党支部靠前

指挥，全员上岗，开通

24

小时

热线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赠，

严格实行“ 三审”制度，建立与

疫情防控相匹配的高效物资

分配机制，及时在微信公众号

公布捐赠、去向等信息，接受

大众监督。

据了解，截至目前，县红

十字会接受最大的一笔捐赠

金额来自江西省安徽总商会

的

122

位爱心人士，总金额达

160

万元

;

地理位置最远的一

笔捐款来自欧洲江西商会。为

了更好地协助爱心组织和个

人完成爱心捐赠，该县红十字

会把服务关口前移，积极帮助

联系相关部门， 建立绿色通

道， 实现物资落地、 通关、运

输、入库、发放各环节无缝衔

接， 确保捐赠的防疫资金、物

资以最快的速度送达鄱阳战

“ 疫”一线。 （ 吴蓓）

鄱阳红十字会为战“疫”募集善款超 800 万

婺源高铁站

确保安全行 喜迎赏花客

决 战 贫 困 ， 关 键 在 干 部 作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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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2

月

21

日是横峰援随护士

郑海珍的生日，在曾都医院感染科的病房里， 患者为

郑海珍唱起了生日歌。“ 希望你们赶快好起来，你们早

日康复，是我们医护人员最开心的事情。 ”在一片掌声

中，郑海珍愉快地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真切的祝福。 当

天，她还收到了江西省对口支援湖北省随州市新冠肺

炎防治工作前方指挥部的生日贺信。

郑海珍是横峰县人民医院护士长， 江西驰援湖

北第二批医疗队员之一， 援随医疗队驻曾都医院感

染科八病区主管护师。

2

月

6

日出征以来， 至今已

有一个多月。 性格爽朗、 积极乐观的她， 在细心护

理病人的同时， 将欢乐和能量传递给病人， 鼓励他

们树立战胜病毒的信心。 经过她和其他医护人员的

共同努力， 八病区的

40

余名病人中， 有三分之一已

经治愈出院。

这一个月，郑海珍的内心经历了从忐忑到从容的

变化。

2

月

7

日凌晨

4

点

43

分，郑海珍随队抵达酒店。

郑海珍回忆：“ 虽说出征前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可当

‘ 真枪实弹’来临的那一刻，还是忐忑不安。 ”

上白班时， 郑海珍每天早上

6

点多起床，

7

点

20

分乘坐大巴前往医院。洗手戴手套，穿防护服，戴帽子

和护目镜，穿靴，经过

20

多分钟准备，

8

点前进入隔

离区病房开启一天的工作，查房、量血压、打针、抽血、

喂餐……

“ 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隔着厚厚的手套，护理

的难度增加了许多。 ”郑海珍说，“ 为了避免感染，所有

医疗队成员都将两鬓和颈后的头发剃掉。 从早上开

始，不喝一滴水。 ”工作结束回到酒店清洁完毕后，郑

海珍一次能喝下一瓶矿泉水，美丽的脸庞被口罩和护

目镜勒出深深的印痕。

夜班更加不易，有凌晨

1

点至早晨

8

点、傍晚

6

点至凌晨

1

点两个时间段。“ 刚开始，连续上了两个夜

班特别疲劳，怀疑自己感染了病毒，内心极不安。 ”

经过一周的适应，加上家人和同事的关心，郑海

珍淡定下来。 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病人身上。

有位

70

多岁的奶奶当时病情较严重， 需要将氧

气面罩换成呼吸机，郑海珍主动为奶奶操作。“ 取下面

罩的那一刻，奶奶用手迅速捂住口鼻。 ”郑海珍说，这

让她特别感动。 她经常给奶奶换着花样调理饮食，喂

她喝牛奶等食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照顾，奶奶病

情好转很多。

病房来了位

20

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害怕抽血，与

护士僵持了许久。郑海珍一边安慰他一边快速地帮他

抽血。之后，这位小伙子特别敬佩郑海珍，在她生日那

天，承诺出院后一定要买一个生日蛋糕补送给她。

作为八病区的主管护士，郑海珍和队友们细心照

料患者之余，还通过陪伴患者健身的方式，帮助他们

舒缓心情，提高免疫力，以便更快康复。 每天，郑海珍

都会给患者领操和领舞，深受患者的喜爱。

空下来时想念家人，郑海珍就和家人视频，告诉

他们一切都好。 看着视频中父母苍老的面容、满头的

白发和关切的眼神，郑海珍的内心感慨万千，她下定

决心坚决不辱使命，争取胜利打赢这场战役，早日回

到他们身边。

“ 科室的小姑娘们经常给我邮寄我爱吃的小菜和

零食。 ”郑海珍原来的同事时不时会给她送来惊喜，这

让她内心感到无比温暖。

感染科八病区战果显著，在这里，首例由江西援

随医疗队全程诊疗的新冠肺炎治愈患者李女士出院，

85

岁高龄患者黄大爷治愈出院……该病区累计接诊

患者

42

名，治愈出院患者

15

名。

2

月

29

日，为优化

整合医疗资源，感染科八病区撤并，余下的患者分流

到其他病区继续治疗，郑海珍目前在一病区继续服务

患者。“ 春暖花开，相信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 ”

（ 晏华）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

去

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认真履

行法律监督职责，办理了一批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危害食品

药品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案

件，有力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民

生民利。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

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群众

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破坏

和谐稳定， 社会各界对此深

恶痛绝。 据统计， 去年我市

检察机关共批捕、 起诉各类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制假售假

类犯罪案件

48

件

80

余人 ，

主要涉及的罪名是生产、 销

售伪劣产品 （

37

件） ， 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

5

件） ，

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 （

2

件） 等 ， 有力打

击了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

犯罪活动。

我市检察机关作为法律

监督机关， 始终将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作为重要工作职

责， 依法从严从快批准逮捕、

起诉相关犯罪嫌疑人， 切实

保护消费者权益。 去年年末，

我市检察机关协助配合上饶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落实

食品药品安全 “ 四个最严 ”

专项行动督查工作，形成了食

品药品安全保护合力。 此外，

还将“ 四个最严”专项行动与

上饶市公安机关开展的打击

食品药品犯罪的“ 昆仑行动”

进行同步对接，对上饶涉及的

4

起危害食品药品案件就证

据收集、线索材料移送、提前

介入等工作进行沟通交流，确

保了打击效果。

本报讯 徐旭辉 记者蔡晓

军报道：

3

月， 随着婺源油菜花

期来临及各行各业复工返岗，婺

源高铁站客流逐渐回升。该站多

举措加强疫情防控力度，为旅客

出行筑牢安全“ 防护墙”。

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该站

已恢复运行列车

33

趟。 面对日

渐回升的客流，婺源车站层层抓

实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坚持每日

在候车室、售票厅、卫生间等旅

客密集场所开展预防性消毒杀

菌，为旅客营造安全、良好的出

行环境；加大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播报力度，为旅客配备具有抗菌

功能的洗手液， 引导旅客勤洗

手，自觉佩戴口罩，增强疫情防

控意识和责任；组织旅客间隔

1

米排队，分散落座候车，减少传

染隐患。 同时，车站成立了党员

突击队，广大党团员在做好自身

防护的情况下，利用休班到车站

协助测温、开展消杀，组织旅客

乘降。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收官之年又受到疫情影响。

近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指出，脱贫攻坚任务

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

作风建设是脱贫攻坚战的硬骨头之一。 近年来，

中央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具有长期性、反复性。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

防止松劲懈怠、精力转移，越是在紧要关头，越是要

锤炼过硬作风，才能夺取全面胜利。

过硬作风要在脱贫攻坚一线锤炼。 脱贫攻坚以

来，全国共派出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

290

多万名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到基层一线。 他们舍小

家顾大家， 与贫困群众吃连心饭， 坐连心凳， 把群

众利益摆在第一位； 他们扎根农村不放松、 为民谋

事不懈怠， 一个人就是一方阵地， 帮助贫困群众改

变命运。

过硬作风要在解决脱贫难题中磨砺。 只有找准

“病根” 才能拔掉 “穷根”。 连续

7

年每年减贫超千

万人， 贫困人口走入了学校， 搬进了新家， 生活方

方面面有了保障， 这背后离不开扶贫干部过硬的工

作作风。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贫困地区基

层干部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 许多驻村工作队变身

战 “疫” 队， 这同他们这几年的脱贫工作历练是分

不开的。

过硬作风更需“晒光”，干部精神上“补钙”，行动

上才会更过硬。 需要看到，个别地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屡禁不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仍有发生，“一发

了之”“一股了之”“一分了之” 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

决。 我们必须进一步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于脱

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和各环节，强化日常监督，确保脱

贫攻坚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本来就有许多硬骨

头要啃，疫情又增加了难度。 此时更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过硬作风，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基础打

得再牢靠一些。 做好精准扶贫文章，下足“绣花”功

夫，让脱贫成果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

史检验。

（ 侯雪静 陈诺）

市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障食药安全

玉山讯 捐钱捐物齐心战“ 疫”，玉山爱心

企业家成为该县防疫战线上最可爱的物资“ 保

障员”。“ 这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口罩，希望能为

玉山防疫工作尽一份力。”日前，玉山晨凯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把

5000

只口罩送到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展现该县企业的担当和爱心。

据了解，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玉山

企业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把采购或生产的口罩

赠送给防疫工作人员和市民，为该县防疫工作

提供了有力支援。晨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胡国华介绍， 企业原来主要生产医用无纺

布，在得知家乡急需防疫口罩后，用

7

天时间

对生产线进行了改造， 全部改成生产防疫口

罩。 目前，日产量达到

7000

多个，待全自动口

罩生产线安装到位后，产量还能再翻一番。

江西锦泰油品销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余君，每天在玉山城东加油站，和员工给进

站加油的客户赠送口罩。 一个多月来，他们

已经向客户赠送了

3000

余个口罩。 前期抗

“ 疫”捐赠

5.7

万元的余君，还向县公安局和

四股桥乡政府捐赠了

2600

个一次性口罩。

“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政协委员，助力打

赢疫情防控战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余君说。

（ 吴德强 邱荣燕）

阳春三月，婺源县油菜花陆续绽放。金灿灿的油菜花与粉墙

黛瓦的赣派民居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春光图。 图为

3

月

7

日，游客在婺源县江岭景区观赏油菜花海。

胡敦煌 摄

3

月

11

日，在铅山县

太源畲族乡畲族村蟠桃园

种植基地， 村民正在进行

林间管理。为不误花期，该

乡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时， 及时部署村民做好蟠

桃园林间管理， 为贫困户

如期脱贫奠定基础。

丁铭华 摄

玉山企业家

捐物助防疫 乐当“保障员”

桃花开 农事忙

市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

陈 荣 高 主 持

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

3

月

13

日， 市委政法委员会

全体会议召开 ， 市委常委 、

政法委书记陈荣高主持。 副

市长 、 市公安局长邱木兴 ，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严宏，

市国家安全局局长万江南出

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

法工作会议、全省政法工作会

议暨全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工作会议精神和全省

公安局长会议等会议精神 ，

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 审议

了有关事项， 研究了下一步

工作部署。

陈荣高要求，要坚持“ 万

众一心加油干”， 提高政法工

作政治站位；坚持“ 越是艰险

越向前”，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坚持“ 成

功路上必有我”， 维护全市社

会大局平安稳定；坚持“ 奋勇

争先作示范”， 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 咬定

青山不放松”， 服务保障经济

社会发展；坚持“ 不破楼兰终

不还”， 打赢打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坚持“ 踏平坎坷成大

道”，深化政法领域全面改革；

坚持“ 打铁还需自身硬”，确保

政法队伍忠诚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