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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胃更暖心
“他们守护我们，我们送上温暖”

你守护我，我温暖你。战“疫”一打
响，全民齐上阵，一线防疫人员的奋战身
影让群众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党员群
众们高度支持疫情防控的暖心举动，让这
段特殊的时光变得暖意融融。

“大叔！快来吃饭了，面都凉啦！”昨
日傍晚，在去往开发区潮水镇潮水一村的
防疫卡口，党员志愿者张安打开了父亲茶
馆的大门，招呼着不远处正在卡口值守的
其他志愿者们到家吃饭。茶馆老板张荣
兴赶紧端出几碗热腾腾的“西红柿鸡蛋
面”，亲自送到每一位志愿者手中。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潮水一村全
面加强卡口值守工作，“两委”干部、党员
志愿者等人在全村出入口卡点实行24小
时轮流值班，开展对出入车辆司乘人员的
体温测量和筛查工作。为了让奋战在防
控一线的志愿者们能及时吃到热乎饭，张
荣兴从1月27日一早便联系了村书记了
解卡口执勤人数，准备了不少食材和保暖
设备，每天换着花样为卡口志愿者送去亲
手制作的饭，热汤面、生煎包子、大馅饺
子，美味又热腾，再配上猪蹄冻、炸鱼、炒
菜等配菜，为执勤志愿者送去寒风中的温
暖。“天儿这么冷，这些志愿者们没日没夜
在卡口这儿值守，我看着都心疼。”张荣兴
表示，自己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大家快来喝一杯姜汤，暖和暖和！”
昨天一早，芝罘区黄务街道嘉瑞社区的志
愿者们将两壶热腾腾的姜汤送到北里居
民区疫情防控点。连日来，芝罘区黄务对

辖区所有交通路口进行封闭，24小时值班
管控，所有进出人员一律登记检查。“看到
一线值守人员这么辛苦，我就是想让他们
喝碗姜汤，驱驱寒气。”社区主任杨爱妮告
诉记者，她的想法很简单，没想到得到了
大家伙儿的鼎力支持。志愿者郝延秋与
社区工作人员购买了生姜、红糖、白糖等
物资，用自家的锅煮好了姜汤，每天配合
杨爱妮发放。“从今天开始，我们志愿者也
轮流‘执勤’，每天都会煮一桶姜汤送到执
勤点，直到劝返点撤除为止。”杨爱妮说。

担心值守人员吃不饱、穿不暖，抗
“疫”一线上总少不了“爱心大妈”的身
影。2月4日，芝罘区环海路社区居民徐
春兰、刘平先做了几十个热气腾腾的大包
子，送给了社区疫情防控检查点的工作人
员，徐春兰大妈说：“这几天太冷了，他们
整天在路口值守，一会就冻透了，我们看
在眼里真心疼，也帮不上什么忙，就希望
他们值班时能吃上口热饭。”

捐赠热潮汇聚真情
“这钱，无论如何你们得收下”

疫情面前，不同身份的人们用自己的
行动，贡献着属于自己的力量。他们看似
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释放着感人
至深的正能量，他们坚定的双眼像一盏火
光，温暖地点亮了这个病毒肆虐的冬季。

2月2日上午，开发区福莱山街道丹
阳社区90多岁的于大叔来到丹阳居委
会，要求捐款200元。“每天晚上都看到居
委会的灯亮着，就知道你们还在加班，我
也没什么能帮上忙的，这点钱给在一线的
工作人员买点吃的和口罩，一点心意。”于

大叔说。社区工作人员告诉他居委会不
能接受钱款捐赠，可他却说“又不是给你
的，你拒绝啥。”老人的恳切让这份爱心难
以拒绝。可能这200元钱对普通居民来
说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笔钱，但对于靠拾荒
来维持生计的老人家来说，却是一笔不小
的“巨款”。“他们在前面拼命，我感激他
们。”大叔说完，便颤巍巍地离开了。

老书记订购了水果和矿泉水送到抗
“疫”值守现场，老电工带病整理好电线、
灯具，为值守的卡口安装照明设备，生活
并不宽裕的老党员拿出600元养老钱，无
论如何让村两委收下，群众则炖好了排
骨、端出了鸡汤、皮冻……在蓬莱市大柳
行镇卧鹿村，群众自发组织的捐助活动掀
起热潮，截至2月5日，村两委共收到现
金捐助2万余元，还有大宗食品和防控用
品。村民张虎捐款1600元，村民张洪林、
张治高、张治广各捐款1000元，张洪林还
捐出一吨煤炭用于卡口取暖，老党员张洪
行赶到现场捐款600元，体恤老人年事已
高且生活并不宽裕，正在卡口值守的村两
委干部们说啥也不肯收，老人急了，“这
钱，无论如何你们得收下！”说完，硬是将
钱塞给他们，一溜小跑离开。

点滴行动成就感动
“管好自己，也是一份贡献”

战“疫”时刻，众志成城。暖心的故事
里，有你有我。

无论是排队买菜还是免费领取消毒
水，芝罘区幸福社区居民均执行“硬核排
队”，人人保持数米间隔。昨天上午，在
位于幸福社区广场的党员便民服务活动

现场，前来买菜的居民们戴着口罩，自觉
按地面的点位标注进行排队等候，每位
排队的居民保持着3米左右的距离，戴
着红色袖带的党员志愿者依次用酒精为
每一位选购的居民进行双手消毒。

从附近高楼层向下俯视，等候区内市
民们整齐排列并自觉保持距离的画面成
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让人震撼和感动。

“自觉排队和保持距离，是大家对彼此的
尊重和负责，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管好
自己，也是对社会的一份贡献。”社区居民
林晓说。不扎堆、不聚集、讲秩序、戴口
罩，这是幸福社区居民内心的准则。在非
常时期，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我是市
民，我文明！”

不少“宅”在家里的市民也没闲着，
他们怀揣真挚的情感，奉献出许多精心
创作的原创作品，为抗击疫情加油助
力。在芝罘区卧龙园区，来自民间艺术
家周涛编写的快板《防疫新歌》，星海艺
校唐森源同学拍摄的加油视频，王红亮
画的《致敬逆行者》……这些出群众之手
拍摄的视频，虽然不专业，却足以带给观
众暖心的力量。

长岛综合试验区退休老党员任崇
花用自己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剪裁，创
作了“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系列剪纸作
品，表达对参与“抗疫”人员的感激敬仰
之情。牟平区武宁街道的耄耋老人王
永贤，拿起手中的毛笔向疫情“宣战”，
用挥毫泼墨的方式宣传疫情防治。他
们的暖心举动，诠释了每一个普通人参
与抗“疫”的责任与担当，赋予这座城市
最温情的助力。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战疫打响，全民上阵，普通市民的暖心小事——

构筑起城市温暖的抗“疫”防线

暖事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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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有人轻装上前线，有人在后方负重前行。
疫情冷酷，但我们身边的人很暖：热心大妈把热腾腾的包子塞给社区防疫值守人员，可敬青年捐赠口罩后匆匆离去，拾荒老人主动捐款抗“疫”，普

通市民排队买菜自动拉开“安全距离”……他们自认为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在不知不觉中为这座城市构筑起一道最温暖的防线。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
讯员 隋第 ）12天没回过家，近300个小
时巡逻、值守，累了往沙发上躺躺，饿了吃
碗泡面垫垫，为了村民，他豁出去了。他
就是姜远顺，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周格庄村
村委会主任。作为一名年轻的村干部，他
没什么村务管理经验，唯一有的就是村民
的信任。这是姜远顺最大的资本，也是他
最大的信心。两年的时间，姜远顺尽自己
所能去做好一个村主任的本分，悄然间感
动了无数人。

疫情来临时，他超前反应

“喂喂，从武汉有回来的，快上大队或
卫生室报名……”腊月二十七，正在刷抖
音的姜远顺，无意间刷出一条消息——武
汉发现新型病毒，视频里医护人员全副武
装、穿戴严实……当时他就觉得情况不

好，立马通知老会计孔昭超村内广播，让
家里有在武汉上学或打工的，近期有从武
汉返村的村民尽快到大队或卫生室报名。

经过报名统计，周格庄并未有在武汉
上学、打工的村民，得知结果后他松了一
口气。但是弦已上紧，容不得半点松懈。
期间，姜远顺一直关注着武汉的动态和情
况，除夕当天，接到停办文化活动通知后，
他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立即组织村民小
组长进行摸排，掌握村民的最新动向，同
时也通知大家不要聚集、做好防护，在他
的带领下，周格庄村的疫情阻击战提前打
响。

冲锋上阵时，他毫不含糊

老年人免疫功能相对较弱，是此次疫
情防控的重点人群，而周格庄村老龄化问
题相当严重，在周格庄村执勤巡逻队伍

里，姜远顺是唯一一个80后，为了照顾队
伍里的老成员，他把最重最累的活全都留
给了自己，下半夜的班谁都别想跟他抢，
整整12天，他没回过一天家，累了办公室
沙发上躺一躺，治安屋里休息下，饿了泡
碗方便面充充饥。同事担心他，“你顿顿
吃泡面，能行吗？”“也不是，偶尔还吃俩面
包呢！”笑容掩盖不了他的疲倦。

数据摸排、信息上报、村内巡逻、检查
站值守、小路封堵、防控宣传、协调物资、
村居消毒、义务送菜……一桩桩、一件件，
他都靠前指挥、亲力亲为、推动落实。“村
民选我是信任我，咱就想把工作做好，对
得起咱村老百姓。”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自
任村主任以来，姜远顺做的远比说的多。
在他的支持下，村里的文化事业后来居
上，村民福利上来了，大伙的关系和谐了
……掏自己腰包补贴村里是他常干的

“蠢”事。没别的，他说“就是想让村里

好。”

防疫宣传时，喊话接地气

为了使村民认清疫情防控的严峻形
势，姜远顺还自己琢磨着做抖音视频，“村
里玩抖音的很多，利用抖音宣传，年轻人
接受快，发动年轻人做家里老人的工作，
让年轻人和老人都理解支持这个活儿，而
且抖音这个不光咱周格庄，别的地方也能
看到，传播影响力很大。”

除了抖音，姜远顺还充分利用了微信
群的传播功能进行宣教，目前，村内建有

“周格庄学习强国群”“商店购物群”“感恩
的心周格庄美女交流群”，这3个群基本
可以覆盖全村，姜远顺经常在群内发消
息，有疫情最新数据通报、防疫措施等，有
时也会发些肺腑之言对大伙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为了工作，他成了“美女群”里唯
一的男士。扎实的作风、苦干实干的拼
劲，赢得了村民群友们的一致好评。

在莱山区，像姜远顺这样默默付出的
一线工作者还有很多。正是有了他们的
真情守望、不等不靠、不离不弃，坚定了村
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

抗击疫情，巡逻值守近300个小时没回家

姜远顺：为了村民豁出去！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洪伟 摄影报道）
疫情防控工作正全面推进，在应急防护物资短缺的情况下，2月
7日，烟台市众莱福食品有限公司向公交集团捐赠50桶84消毒
液，共计500斤，用于一线驾驶员的防护防控工作。

近年来，烟台市众莱福食品有限公司，切实履行“为政府分
忧、为社会服务”的企业责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目前已开办2
家为老年人服务的社区食堂，为老年人服务奉献爱心。在了解
到公交一线防疫难度大，物资紧张状况后，主动向公交集团捐赠
84消毒液，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为一线驾驶员提供力所能及
的防护措施。

据悉，近日公交集团已先后收到烟台市交通运输局、烟台屹
佳商贸公司、烟台成友中医医院、烟台白石肛肠医院等上级主管
部门和多家爱心企业捐赠的防疫物资。

多方爱心助力公交抗“疫”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王帮高 姜建彬 摄影报
道）2月5日一大早，天气
晴好，海边无风。莱州市
杰瑞植保合作联合社理
事长张杰带着两名社员，
携带两台极飞植保无人
机，来到了莱州市城港路
街道海新庄村，今天，他
们要用无人机帮助海新
庄村义务进行防疫消
毒。村庄卡口执勤人员
帮助他们测完体温后，他
们进入村庄开始给无人
机装消毒液，然后进行调
试、定位、起飞，喷洒。

抗击疫情的战役打响后，莱州市杰瑞植保合作联合社、莱州
久远农机公司等多家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已出动植保无人机14
架，自走式高效植保机5 台，机动喷雾器830多台，对全市40多
个村庄、5 个社区和部分机关单位、扶贫工作重点村免费进行
了防疫消毒，喷洒消毒面积达1000多万平方米。

莱州14架植保无人机
参与防疫阻击战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李梦 王海涛
马彬彬 ）2月5日一早，莱阳市山前店镇北薛格庄村疫情防控
点，工作人员远远地看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向他们走来。“那
不是村里的老刘吗？”防控点的村干部发现，来人正是刘洪明，村
里的五保贫困户。

“我来捐点钱，这些年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我这个无儿
无女的老头子不害愁了。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你们每天在这执
勤这么辛苦，这是我一点心意，你们收下吧。”刘洪明边说边从兜
里拿出了400元钱往工作人员的手里塞。看着被老人整理的整
整齐齐的400元钱，听着刘洪明朴实、真切的话语，在北薛格庄
村疫情防控点执勤的工作人员都心头一暖。

“大爷这钱您好好收着，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这钱您留着自
己用，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考虑到老人的自身家庭条件，工作
人员又把钱塞回了刘洪明老人的手里。看到执勤的工作人员执
意不肯收自己的钱，刘洪明又主动联系村委，表示自己愿意当志
愿者，为村里老百姓执勤、站岗。

莱阳贫困老人捐款被拒
争当志愿者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2月7日，烟台业达科技园
(烟台伟通置业有限公司)向开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捐赠防疫资
金100万元，助力开发区疫情防控工作。

“公司从创立之初就怀着‘产业报国’的理想，以‘为城市创
造价值’为使命，立足山东，放眼中国，承载政府新旧动能转换的
硬核，致力于业达科技园运营、科技地产开发。”烟台业达科技
园办公室主任田军表示,未来科技园将持续关注疫情变化，助力
疫情防控工作，积极参与慈善公益活动，做一个有“爱”与“担当”
的企业。

业达科技园捐赠100万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王汝生 ）为减
少人员聚集，降低感染风险，连日来，烟台市城管局加强市容秩
序管理，重点抓好主次干道沿线、公园、车站、医院等周边占道经
营、流动摊点的清理整治。

同时，市城管局督导市区供热企业加大设备设施管网巡查
力度，对锅炉巡检由平时4小时一次提高到2小时一次，对换热
站和管网的巡检最少一天2次，全力保障设备设施运转正常，确
保居民家中供暖效果。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实际，城管局强化环境卫生作业管理，重
点抓好生活垃圾收运、城乡卫生死角清理、废弃口罩收集运输管
理、环卫设施消毒等工作，对市区178辆垃圾运输车，101座小
型生活垃圾压缩站，7100余个垃圾箱、果皮桶，197座公厕等每
日进行冲洗消杀作业，全市累计设置废弃口罩收集容器近4000
个，废弃口罩实行日产日清，防止因废弃口罩随意丢弃产生的二
次污染；加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管理，加大重点区域、
重点部位污水处理设施养护力度，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市城管局清理整治
占道经营、流动摊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