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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晨阳
通 讯 员 刘 飞

“我们急需一名志愿者做核酸检测
采样扫码登记工作。你愿意吗？”“我
愿意！”4月15日，面对源汇区受降路
社区滨河佳苑核酸检测采样点工作人
员的请求，市委老干部局志愿者赵卓
婷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赵卓婷穿
上防护服。由于时间紧，她连红马甲

都没来得及脱。白色防护服下，仍能
隐约看到“善行漯河 志愿先行”字
样。专业人员对她进行简单培训后
边，她上岗了。

为确保核酸检测采样快速有序进
行，从早晨6点多到中午12点，赵卓
婷穿着防护服，扫码登记近千次，其
间不能吃饭、喝水。直到完成任务脱
下防护服，赵卓婷才意识到自己出了
一身汗。

“志愿红”变身“大白”
■本报记者 杨 旭

“请把口罩戴好。”“保持一米距
离。”……4月16日上午，郾城区沙北街
道嵩山社区通和馨居核酸检测采样点，
几位身穿红马甲的老年志愿者在现场维
持秩序。

69 岁的王仙梅每天早上 7 点前
就赶到核酸检测采样点，一直忙到
中午才回家。疫情发生后，平时喜
欢在广场唱歌、跳舞的她一下子静
了下来，反而有些不习惯。“当志愿
者既能奉献爱心，也能锻炼身体，
一举两得。”王仙梅说，“我爱人特
别支持我，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给我
做饭。”

除了维持现场秩序，这些老年志
愿者还负责协助其他老年人完成核酸

检测采样。吴秋霞在志愿服务中与一
对年近九旬的夫妻成了朋友。这对夫
妻中有一人需要坐轮椅。每次一看见
二人来接受采样，吴秋霞就急忙上前
帮忙推轮椅。结束后，她再将两人送
回居住小区。“还有个别独居老人因为
长时间不能与子女见面，情绪有些低
落。作为志愿者，我得帮他们缓解焦
虑。”吴秋霞说。

据了解，这些老年志愿者均来自
幸福家园社区老年大学。该社区老年
大学负责人李素娥告诉记者，早在 3
月20日，她就带领二十余名志愿者参
与援助吉林抗击疫情爱心物资的搬运
工作。连日来，老年志愿者奔赴沙北
街道多个核酸检测采样点，与社区工
作人员一起维持现场秩序。

老年志愿者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4
月15日，市土壤肥料站发布农
田土壤墒情简报，针对当前持续
蔓延的旱情，建议对发生旱情的
地块及时进行浇灌。

市土壤肥料站对我市14个
农田土壤墒情监测点土壤含水
量监测分析显示：0cm～20cm
土层土壤相对含水量平均值为
46.44%，20cm～40cm土层土
壤 相 对 含 水 量 平 均 值 为
51.76%，墒情不足，部分地块
已出现轻旱、中旱。天气预报
显示我市未来几天以阴转多云
天气为主，气温偏高，降水偏
少，田间蒸发量大，预计旱情
将持续发展。

当前，我市小麦已进入抽
穗扬花期，是需水的关键时
期。缺水会使穗粒数减少、粒

重降低，造成小麦严重减产。
而现在的土壤含水量与小麦所
需土壤相对含水量相差甚远。
市土壤肥料站专家建议对发生
旱情的地块及时进行浇灌。浇
水时一定要浇透墒水，不可轻
浇，最好采用软管输水、喷
灌、微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提高灌水效果。对缺肥的麦田
可结合浇水亩追施尿素10公斤
左右。小麦扬花后可喷施磷酸
二氢钾、叶面肥等进行叶面补
肥，满足小麦后期生长对水
分、养分的需求，提高小麦结
实率，增加穗粒数。

此外，当前正是小麦赤霉
病的高发期。要抓住防治关键
时期，科学用药，做好锈病、
白粉病、穗蚜等病虫害的综合
防治。

旱情持续蔓延
专家建议抗旱浇麦

■本报记者 齐国霞
“往年这个时候，我种的草莓供不应

求，来草莓园采摘的人也络绎不绝。可
是现在，我的草莓眼看就要烂在地里，
家里人急得直抹眼泪。”4月16日上午，
召陵区召陵镇拐张村48岁的草莓种植户
张利民，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记者与张利民视频时，看到在他的
草莓大棚里，草莓长势喜人，每株草莓

棵上都结有十多个草莓。张利民种了35
亩草莓，共有33个大棚。受疫情影响，
这些成熟的草莓滞销。

通话中，张利民告诉记者，他种的
草莓主要是勿忘我、越秀、粉玉和红颜
等新品种。这些草莓品相好、产量高、
香甜可口，深受客户喜爱，主要供给我
市各大高档水果专卖店，还有网络销售
和现场采摘。

“33个大棚，以前每天能采摘3000
斤左右，现在每天采摘1000多斤。以前
这些都不够卖，现在我们一家人却发愁
送不出去。”张利民说，“受疫情影响，
客户不能来，我们也送不出去。果子熟
了运不出去只能烂掉。我们损失很大。”

针对农产品滞销的问题，我市相关
部门有哪些解决办法呢？

4月16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这名负责人表示，
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农业农村部门针对
涉及种子、化肥、农药、蔬菜、水果等
物资运输车辆，会发放应急通行证。

随后，记者告诉张利民，他可以通
过草莓种植合作社，向召陵区农业农村
部门申请通行证。张利民表示，他正通
过村委会上报相关信息，争取早日拿到
通行证，把草莓卖出去。

草莓卖不出去果农发愁
有关部门：涉农产品可以办理运输通行证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通讯员 王
变青） 4月15日，李集镇在京务工党
支部捐款仪式在郾城区李集镇政府大
院举行。李集镇在京务工党支部联络
办主任刘明林代表在京务工党支部全
体党员，为李集镇疫情防控工作捐款5

万元。
李集镇在京务工党支部成立于

2004年7月，目前共有48名党员。他
们曾在2003年非典时期参与小汤山医
院定点病房建设。此次活动从发出倡
议到筹款5万元用了不到一天时间。

李集镇在京务工党员为家乡捐款

■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刘净旖

前不久，临颍县固厢乡下坡村62
岁的菜农程喜德发了愁：他做了开颅
手术，无法下地干活，妻子肢体残
疾，4个大棚的生菜、辣椒销售成了问
题。受疫情影响，外地客商无法前来
收购，蔬菜滞销。

4月13日，临颍星火志愿团副团
长林书霞得知情况后，发动志愿者火
速联系工厂食堂、医院餐厅和爱心商

家等，筹措资金先期购买2000公斤蔬
菜。在临颍星火志愿团的帮助下，截
至4月15日，程喜德累计销售4000多
公斤蔬菜。

此外，下坡村党员得知程喜德家
的情况后，积极与爱心人士王晓对
接。王晓立即购买了500公斤蔬菜送
到新城街道火车站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蔬菜送到社区后，王晓和志愿者
迅速分装，连夜送到社区老人和困难
群众家中。

爱心人士助菜农渡难关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我们院共有6个出入口，疫情防控

期间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只剩下一个出
入口并且由志愿者全天把守。志愿者还
为我们业主建了微信群，到点儿就会通
知我们采样。”家住召陵区翟庄街道纺织
路社区3～5号院的刘女士说。

4月16日上午，记者在3～5号院
疫情防控服务点看到，召陵区乡村振兴
局的两名党员正在值勤，登记居民信
息，包括身份信息、工作单位、联系电
话等。

根据召陵区委、区政府关于疫情防

控的工作部署，召陵区乡村振兴局分包
3～5号院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们接到
任务后，第一时间成立临时党支部、

‘三无’楼院疫情防控小组和3个排查
小组，挨家挨户走访，做到‘六必
问’。”临时党支部书记刘威说，针对该
楼院居民分散等情况，他们制作入户排
查表，一户一表，逐户逐人登记，摸清
底子，同时向居民宣传疫情防控政策，
增强居民防护意识。“下一步，我们将
发动 3～5 号院的党员加入临时党支
部，共同守护居民的安全。”

在召陵区漓江路三一五小区疫情防

控服务点，该小区临时党支部党员正在
值守。这些值守人员是召陵区畜牧局的
工作人员。他们登记出入居民信息、查
验“两码”及相关证明。“我们分包的这
个‘三无’小区有两栋楼，其中南楼30
户、北楼 36户。”对于分包小区的情
况，临时党支部书记曲健十分清楚。作
为临时党支部书记，他要协调解决该小
区疫情防控相关问题，配合街道工作。

“我已经5天没有回家了。疫情面前，作
为一名党员，我责无旁贷。”曲健坚定地
说。

类似这样的临时党支部，召陵区共

有94个。为落实省、市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全面开展“六个走一遍”行动，充
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织
密疫情防控网络，该区对辖区 157 个

“三无”楼院和“三无”小区进行彻底排
查，最大限度补短板、堵漏洞，解决管
控薄弱问题；在辖区9个社区成立疫情
防控一线党委，以区直单位党员和“三
无”楼院、“三无”小区党员为主，成立
94个临时党支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对

“三无”楼院和“三无”小区的管控，筑
牢疫情防线。

为“三无”楼院织密防控网

4月17日，市区嵩山东支路一小区居民李女士展示居家做的轻
黏土作品《海底世界》。 本报记者 孙建磊 摄

■本报记者 李宜书
“一定要为刘老师营造安静的上

课环境。”4月 14日上午，市二院院
长魏松从当日的《漯河日报》上得知
源汇区嵩山路学校美术老师刘晶晶在
该院治疗期间上网课的情况后，立即
召集医院办公室主任、病区主任、护
士长等，为刘老师顺利上网课作专门
安排。

“刘老师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
习，带病坚持上网课。这种精神令
人敬佩。”当天上午 10 点，该院工

作人员来到病房看望刘晶晶。
“刘老师 4 月 9 日住院时病情

较严重， 10 日病情才得到控制，
12 日上午就开始上网课了。我们
很感动，尽可能为刘老师营造良
好的环境，方便她教学。”魏松告
诉记者。

市二院第一时间为刘晶晶重新
调整了病房，并提供老年医学科
教室、医院 WiFi等，让她在舒适的
环境下安心治疗的同时，使用医院
流畅的网络为孩子们上网课。

本报报道引反响

市二院助力住院老师上网课

近段时间，临颍县皇帝庙乡纪委
根据省、市、县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
议精神和相关要求，坚持疫情防控工
作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
里，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迅速成立皇帝庙乡纪委监督检查
组，对19个行政村落实“五包一”制
度、疫情防控卡点 24小时值班制度、

“六个一”要求等情况，加大督查力
度，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通过明察暗访、现场询问等方
式，深入各村疫情防控卡点、核酸检
测采样点、超市等重点场所，检查人

员登记、“两码”查验、体温测量、疫
情防控知识宣传、人员值守等措施落
实情况，严肃查处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行为。4月份以来，该乡纪委
开展监督检查20次，检查疫情防控卡
点、核酸检测采样点19个，其他重点
场所15个。

持续加大监督执纪力度，对检查
中 发 现 的 “ 两 码 ” 查 验 落 实 不 到
位、个别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到位
等问题在全乡进行通报，织密疫情
防控监督网。

陈聪慧

皇帝庙乡纪委

“疫”线督查有力度

当前，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筑牢外防输入安全屏障，临颍县固厢乡
精准落实防控措施，加强返乡人员管理。

网格长、网格员和村医分别早晚各
一次电话随访，对居家隔离人员、居家
健康监测人员进行提示，及时掌握返乡
人员的情况。

各行政村排查在外务工人员信息，

及时与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联络，对确实
需要返乡的人员，及早沟通，制订方
案，严格落实“点对点”隔离要求。针
对在外采茶返乡人员，该乡采取严格管
控措施，要求落地即做核酸检测，由乡
干部、村党支部书记到卡点接人，安置
在村内的集中隔离点。

杨 起

固厢乡

加强返乡人员管理

■本报记者 朱 红
“拿药、称量、熬制、分发，所

有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
4 月 16 日下午记者在召陵区人民医
院看到的情景。连日来，该院中医
科、药剂科、制剂室等科室工作人
员连夜熬制，为奋战在一线的工作
人员送去预防病毒的中药汤剂。截
至目前，该院共熬制、发放中药汤
剂 3000 余袋。

采访时，召陵区人大常委会机
关职工薛代娣正好来医院领中药汤
剂。“非常感谢区委、区政府对我
们的关怀，感谢召陵区人民医院工

作人员为大家熬制中药。这对我们
是莫大的鼓舞。”薛代娣说。

为响应召陵区委、区政府号召，
该院根据省新冠肺炎中医防治方案，
制订了中药预防方案。“这种汤剂具
有清热解毒、益气固表的作用，能提
高人体免疫力，起到预防新冠肺炎的
作用。”召陵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孙林波说。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召陵区人
民医院克服重重困难，紧急协调优质
中药 5000 人份，为该区抗疫一线工
作人员、双汇集团一线员工、居家隔
离人员等发放中药汤剂。

熬制中药 助力抗疫

■本报记者 朱 红
4月17日下午3点，在市区金山路

与黄河路交叉口卡点带班的市城管局工
作人员赵明、崔黎明两人发现从银鸽新
苑小区走出来的一名孕妇满头大汗。两
人立即上前询问后得知，该名孕妇的家
人都在上海，没人陪她去医院。

“你们能不能把我送到医院？”这
名孕妇向他们求助。

看到情况紧急，带班的赵明和应
振刚立即安排车辆，指派工作人员武
文斌、宋杨将该名孕妇送往市中心医
院就诊。5分钟后，他们把孕妇安全送
到医院。

城管护送孕妇就医
24. 为违法宗教活动提

供场所、设施、资金、交通
等方面的条件和便利的怎样
处理

《河南省宗教事务条例》
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参与或者支持违法宗教活
动，不得为违法宗教活动提
供场所、设施、资金、交通
等方面的条件和便利，不得
协助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省
内传教，不得利用公益慈善
活动传教。有的把房屋出租
或无偿“奉献”给境外渗
透、非法传教和私设聚会点
使用，有的出钱帮助他们印
资料、建网站，有的帮助拉
人参加地下宗教培训等，都
属于提供条件和便利。违反
以上规定，由宗教事务部门
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非
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
非法财物，情节严重的，并
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房屋、构筑物
的，由规划、建设等部门依
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

《河南省房屋租赁管理办
法》还规定，出租房屋未办
理登记备案的，按规定予以
处罚。发现承租人有利用出
租房屋进行犯罪活动嫌疑
的，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

25. 新建、扩建、异地

重建宗教活动场所和在场所
内改建、新建建筑物需要哪
些手续

新建、扩建、异地重建
宗教活动场所，应按照《宗
教事务条例》《河南省宗教
事务条例》规定的筹备设立
宗教活动场所的程序办理，
由宗教团体向宗教部门申请
报批，同时，按照城乡规划
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
消防法等规定办理土地、规
划、建设、消防等手续，不
得未批先建、边批边建、批
小建大或擅自改变建筑风
格。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
布局合理，不妨碍周围单位
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避免设立在居民区或者医
院、学校等公共场所附近，
应符合城乡规划，体现中国
风格。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
或者新建建筑物，《河南省宗
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六、二
十七条对提交申请材料和报
批手续作了具体规定。乡村
干部发现私自建设宗教活动
场所或疑似宗教活动场所、
宗教造像、私设聚会点等行
为，要向上级报告，及时处
理；发现宗教活动场所内有
施工行为，要查验手续，发
现违规及时制止。

（未完待续）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4
月 16日，记者从团市委获悉，
我市两名个人、两个集体近日
获共青团中央表彰。其中，漯
河技师学院电商学院团委被授
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
号，源汇区干河陈街道柳江社
区团支部被授予“全国五四红
旗团支部”称号，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检验师尼状状获“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市第
一中等专业学校团委副书记郭
珊珊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
部”称号。

去年以来，在中共漯河市
委、团省委的决策部署下，团

市委以“单项工作争第一、整
体工作创一流”为目标，团结
带领全市广大团员青年奋勇争
先、出彩添彩，团的组织力、
引领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
不断提升。全市各级团组织和
共青团员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建设生
力军作用，在疫情防控、乡村
振兴、创业就业、“万人助万
企”、志愿服务等工作中奋勇争
先、勇担使命，做出重要贡
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团组织
和先进个人。本次获共青团中
央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就是典型代表。

我市两人两集体
获共青团中央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