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社官方微信精神文明网

本报（精神文明网）网址

http://www.jswmw.com.cn

全国发行代号 61-1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5

向上向善 创建创新

4今日 版

精神文明报社出版

JING SHEN WEN MING BAO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战线 全媒中心 独家报纸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决定书》编号（川市监广登字［2019］0001号） 电子信箱：jswmb-bjb@163.com 定价：月价34元 季价99元 全年价398元 编辑 何纯佳 王丽

在第 110 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

际，重庆市沙坪坝区开展了关爱活动，向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女医护人员、一线防控的女干部职工、女志愿者等

共 3800 人送上鲜花，表达节日的祝福。 孙凯芳 摄

鲜花送给抗疫一线的
“铿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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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泛组织动员
青年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

新华社北京3月 4日电（记者 王
鹏）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共青团中央

第一时间向全团发出动员令，各级团

组织迅速行动，动员广大团员青年积

极参与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在湖北武汉，青年志愿者招募公告

发出不到12小时，就有超过7000人报

名参战；河南共有2.5万余名青年志愿

者加入各地疫情防控队伍；在上海，团

组织迅速动员2.6万名青年志愿者，累

计上岗志愿者超过5.4万人次……

立足疫情防控工作实际，主动对

接当地防疫需求，实现志愿服务组织

化、本地化、精干化、专业化，是各地

团组织开展防疫志愿服务工作的一

项重要原则。

福建华侨大学发起“众志成城华

大人、抗击疫情我先行”活动，组织

130 余名战“疫”青年志愿者投身到

127个社区（村）的联防联控工作；

河北承德县50余名“00后”返乡

大学生成立青年志愿服务队，主动参

与村里的防疫工作，挨家挨户登记信

息、测量记录体温、宣传防疫知识；

吉林长春，3000余名青年志愿者

在机场、火车站等地开展卡点排查，

累计测温 30余万人次，消毒 60余万

平方米……

为更好照顾支援前线医护人员

的家庭和子女，团中央发起“为奉献

者奉献”志愿关爱行动，得到了广大

团员青年的积极响应。

共青团武汉市委组织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 1084 名青年志

愿者，采取“多对一”结对形式，对一

线医护人员子女进行在线学习辅导

服务；

共青团江苏省委开展“最美逆行

者子女守护计划”，由28所高校3736

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家教团，为1280

名医务人员子女提供公益家教；

共青团陕西省委先后招募 17 所

学校的 182名骨干教师，为一线医务

人员子女提供学习答疑、作业辅导、

心理疏导等线上教育活动，服务医护

人员子女超过500人……

此外，在疫情防控中，为青少年

及时提供心理援助、做好情绪疏导，

也是共青团和青年志愿者发挥作用

的关键领域。

据了解，团中央第一时间发起了

“12355 青少年心理援助特别行动”，

迅速调集专业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

师力量，广泛动员青年组织、青年志

愿者、青少年事务社工中符合条件的

人员，组建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服务队

伍。各地团组织也纷纷行动，开展咨

询援助、心理帮扶等志愿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 126 个

12355青少年服务台开通了疫情防控

心理咨询专项服务，累计组织动员

2000余名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等相

关专业力量投入心理咨询、情绪疏导、

科普宣传等志愿服务之中，为青少年抗

击疫情筑起了坚实有力的心理防线。

同心战疫情 并肩助复产
——巾帼文明岗在行动

关心关爱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医务人员——

“逆行者”背后的
温暖力量

本报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

医务人员肩负使命，义无反顾地冲

上疫情防控第一线，他们中有人不

幸感染病毒，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关心爱

护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

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医务人

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务必

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关心、爱

护，从各个方面提供支持保障，使

他们始终保持强大战斗力、昂扬

斗志、旺盛精力，持续健康投入战

胜疫情斗争。

连日来，全国各地纷纷出台相

关政策，多措并举为医务人员提供

强有力支持保障，确保他们持续健

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2 月 22 日，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全面落

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

干措施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相关

细节。

强化安全保障

2 月 24 日晚，中国—世界卫生

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新

闻发布会上公布，中国共有 476 家

医疗机构 3387 例医务人员感染新

冠肺炎病例。一线医务人员的安全

保障、身心健康问题紧紧地揪住了

全国上下的心。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指挥调度、

后勤保障要科学到位”，这是打赢

这场抗“疫”战的关键。在现有政策

措施的基础上，《关于全面落实进

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

施的通知》中进一步就改善一线医

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

员身心健康提出具体要求，全国各

地也都出台了相应举措。

江苏近日出台5个方面26条政

策举措，全方位保护关心爱护一线

医务人员，其中要求：第一，全力做

好服务保障，维护医务人员身心健

康。优先保障防控一线物资需求，

提供良好工作环境与后勤保障，建

立医务人员合理轮休制度，强化医

务人员心理援助措施，组织安排一

线医务人员休假和体检疗养，创造

更加安全的执业环境，保障医务人

员合法权益。

广东组建心理救援专家组，制

定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工

作方案。组建心理辅导志愿者队

伍，建立健全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

属谈心台账，并通过多个平台为一

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提供 24 小时

心理咨询等服务。

当下，抗疫一线女医务人员生

理期卫生用品需求同样牵动着公众

的心。为更好地为抗疫一线的女医

务人员护航，全国妇联所属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积极行动，紧急募集

定向援助一线女医务人员款物225

万元，包括定向采购安心裤资金20

万元、价值 100 万元卫生巾 2020

箱、价值 5 万元安心裤 2 万个和价

值100万元的秋衣秋裤。

各地妇联也在行动。春节期间，

广 东 省 妇 联 发 动 女 企 业 家 捐 赠

1500 箱纸尿裤给驰援湖北的广东

医疗队女性医务人员。上海市妇

联、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发出倡

议书，募集女性生理期护理用品，

捐赠给赴武汉及上海市内抗疫一线

女性医务人员。

（下转2版）

居家隔离人员需要生活用品，

“ 她 ”赶 忙 送 去 ；面 对 发 热 患 者 ，

“她”耐心诊治；为了保障一线人员

防控物资储备充分，“她”跑到各单

位调度协调……在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这场严峻的战“疫”

中，广大女性工作者践行使命、英勇

奋战，她们的身影，吸引了人们的

目光。

庚子新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危急关头，来

自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冲锋在前，战

斗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这其中，女

性工作者成为了一股必不可少的

“她力量”，她们坚守岗位，不畏艰

险，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展现出璀璨的女性之光。在日常生

活 中 ，她 们 是 母 亲 、是 妻 子 、是 女

儿，但在这场战役中，她们是医生、

是工程师、是社区工作者……

有数据透露，疫情暴发后，全国

各地驰援湖北的医务人员中，女性

医务人员占大多数。在女性医务人

员中，73 岁高龄的李兰娟院士两次

奔 赴 武 汉 ，只 为 救 助 患 者；1 月 23

日，26 岁的女医生郎冰凝正在四川

攀枝花家中享受假期生活时，得知

武汉疫情严重后“逆行”约 1872 公

里到达武汉，投入到 24 小时连轴转

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在抗“疫”的

其它领域，女性也发挥着不可小视

的力量：在武汉火神山医院 10 天修

建完成的速度奇迹里，钢结构专家

王晓红是医院钢结构施工部分的

“多面指挥家”，她不仅要负责现场

图纸、技术，还要协调物资、现场；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木垒县木垒镇党委书记王海

霞从 1 月 24 日开始至今就一直住在

单位，在社区摸底排查、慰问居家隔

离人员，从不曾有丝毫放松；作为市

级巾帼文明岗，重庆市涪陵区公安

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岗组女警察占比

85%，她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始终奋

战在抗“疫”一线……这些女性的专

业、奉献以及无私忘我的精神，值得

我们钦佩。

“妇女是‘半边天’。”习近平总

书记曾这样说。目前，疫情防控已经

到了最吃劲的紧要关头，女性工作

者作为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力量，我

们应该将更多的尊重、关心及鼓励

给予她们，为她们加油助力，让她们

在温暖的关怀中，充分发挥“巾帼”

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强大力量。

致敬战“疫”中的“她”
李林晅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助力各地复工复产，尽快恢复经济

社会运行，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通

过微信工作群，要求各地妇联充分

发挥巾帼文明岗的人才优势和专业

优势，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贡献巾帼力

量。各级巾帼文明岗积极响应，立足

岗位、创新服务，奋力战“疫”，为企

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立足岗位
服务疫情防控一线

巾帼文明岗——浙江长龙航空

“珑瑄”示范组一直活跃在防控抗疫

第一线。在浙江医务人员驰援武汉

时，“珑瑄”示范组巾帼岗勇于承担

重任，将医务人员安全送达。在抗疫

复工阶段，“珑瑄”示范组巾帼岗再

次挺身而出，解决企业复工员工的

回杭困难。

2 月 20 日，浙江长龙航空将有

限的资源优先保障复工，一趟往返

包机，先送杭州市帮扶黔东南州工

作队入黔帮扶，后接黔籍务工人员

返杭复工，让推动两个地区建设的

两支重要队伍在同一架飞机上完成

了接力。客舱部第一时间选拔政治

素质硬、业务能力强的“珑瑄”示范

组巾帼岗骨干成员，保障此次包机

运输任务。同时，巾帼岗乘务组提前

召开专项准备会，明确疫情防控期

间机上的健康防护要求，提前为旅

客准备好机模、乘务员围巾等富有

意义的纪念礼品，让乘客有一次安

全的行程，更有一次暖心的记忆。

巾帼文明岗——河南省商丘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执法服务中心全体

人员，放弃春节假期，全员上岗，坚守

在疫情防控、春运安保的第一线。为

避免人员大量聚集导致的传染风险，

确保车主和驾驶员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中心成立疫情防控党员突击

队，中心全体女交警参加一线执勤工

作，强化路面管控，切实维护好道路

通行秩序。在服务窗口，值班人员通

过电话和网络，指导群众在交管

12123互联网平台处理相关业务。

巾帼文明岗——辽宁省大连公

安 110报警台的女警们始终坚守在

抗疫、执勤、接警一线。1 月 26 日至

今，她们日夜坚守，迎难而上。遇到

疫情举报人报警，她们认真询问，及

时联系卫健部门和属地派出所做好

人员情况介绍与落实；遇有疑似病

例的来电，她们冷静对待、争分夺

秒，快速查找就近定点医院，提醒其

做好防护措施就诊，并做好后续跟

踪工作；面对急于复工复产的群众，

她们主动回电，疏导安抚。截至目

前，共接疫情、复工复产相关警情 3

万余起，下发疫情、复工复产相关调

度指令 230 余期，对重点人员进行

摸排和筛查工作达44万人次。

勇于创新
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巾帼文明岗——国网福建省永

安市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肩负着永安辖区 36 万群众和 10 所

医疗机构，2个隔离点、17个临时测

温点及重要政府部门的电力调度。

疫情防控期间，年轻的调控员们大

胆创新改进调控中心传统的工作模

式，将原来的机房改装成备用调度

室，分场所固化值班人员，实现“不

见面”交接班，最大程度避免感染的

风险。从春节至今，全体调度员放弃

春节休假，24小时全力以赴精准调

度，监控电网运行，确保永安电网运

行安全稳定，为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提供强劲动力。

在这个特殊时期，巾帼文明岗

——浙江省嘉善农商银行惠民支行

营业部更加注重信贷扶持工作，开

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全力驰援

有困难的女性创业者。营业部专门

召开专题贷审会，决定为受疫情影

响有资金困难的嘉善森淼服装等 6

家企业新增合计 500 万元信用授

信，切实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受

疫情影响，在嘉善城西经营一家中

通快递站的王如燕资金周转遇到了

难题，营业部为她发放了 10万元信

用贷款，助力她的快递站正常运营。

疫情出现后，巾帼文明岗——

福建省厦门税务 12366 纳税服务中

心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严

密部署疫情防控期间工作安排、培

训计划、物资配给等。为了应对春节

假期结束后的来电高峰，为企业复

工复产提供税收政策咨询服务，

12366 全员严阵以待、坚守岗位。针

对自行隔离人员，建立居家座席团

队，通过第三方呼转等方式，组织隔

离座席人员依托 12366 税收知识库

（手机版）居家接线。截至2月17日，

12366热线来电总量34650个，接通

率 92.39%，满意评价达到 99.94%；

受理网络咨询 1181 个，通过“绿色

通道”处理纳税人预约快办业务762

笔，累计办结608笔。

网上办公
提供暖心服务

疫情期间，巾帼文明岗——辽

宁省开原市特殊教育学校启智教研

组全体教师认真做好学生的防疫工

作。通过网课的方式，启智组的老师

用准确、流畅的手语为特教学校的

学生和家长们讲授有关抗击疫情的

知识，为爱打响无声战“疫”。鉴于学

校教师和学生仍处于居家状态，启

智组的老师们在网上直播教学，用

特有的手语陪伴放假在家“处于无

声世界”的特殊孩子们。

巾帼文明岗——浙江省嘉兴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坚决扛起“红

船卫士”的责任担当，积极服务疫情

防控。引导办事群众实现出入境政

务服务事项“网上办”和“掌上办”，

方便群众不见面办理。开展全面排

查，并发送多国语言版本的疫情防

控宣传材料。开设 24小时咨询服务

热线，畅通急事急办“绿色通道”，春

节以来接受群众咨询 900 余人次，

累计为 191 名中国公民办理出入境

证件，36名外籍人员提供签证证件

服务。同时，研究出台出入境帮扶企

业战“疫”共渡难关政务服务举措和

保障境外人员返岗十条措施，为打

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贡献力量。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
田珊檑）

◎“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基本

完成

◎全国煤矿产能

复产率为83.4%

◎各省份重点项

目复工率达到79%

◎五部门联合发

文我国加强“从0到1”

基础研究工作

◎财政部：多举措

加强地方财政“三保”

工作

◎国家医保局：疫

情期间常见病、慢性病

患者网上复诊可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