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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宽城团山街道：

勠力同心做表率 越是艰险越向前
本报记者 刘霄宇 通讯员 魏倩

团山街道领导班子到小南村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国家和人民有难，我们必须冲在前面！”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团山街道党工委书记侯东来的话尽显党员本色。

吴亚琴、史晓艳、尚书侠……作为团山街道各个社区的党

员干部，他们也像侯东来一样坚守抗疫一线无怨无悔。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宽城区委、区政

府的领导下，团山街道办事处全体干部职工逆行而上，

与时间赛跑、同疫情抗争，用众志成城的坚定意志和忘

我拼搏的奉献精神，及时部署各项应急举措，做细做实

每一件小事，全力保障团山辖区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让共产党员一心为民、冲锋在前的鲜红旗帜飘扬

在防疫一线。

疫情就是命令 堡垒坚不可摧

决断早，精准施策从容应对。团山街道结合城市、农

村形态兼具的实际，对全街社区和农村的疫情防控工作精

准施策，党工委领导和各社区（村）书记坚持深入一线，做

好指挥调度。自防疫工作开展以来，团山街道办事处通过

采取每天收集汇总排查具体结果、部署联防联控工作开

展、研究宣传方式和效果、及时解答社区、（村）遇到的具

体问题，及时向区相关部门上报各种信息报表等有效措

施，有效保障了团山人民的生命安全，及时有效地切断了

传播源头，勇敢地担负起了属地的职责。

思考细，联防联控不留死角。在党工委班子的正确指

导下，团山街道各社区以网格为基础，由街道、社区（村）

干部、卫生服务中心、网格员，按照“三包保”管理的要求，

逐户进行三轮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各社

区、（村）针对外地返长人员，建立一户一档，每日报送，实

时跟踪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生活需求、密切接触者等详

细情况。截至目前，累计排查外地返长人员2565人，已全

部按要求落实隔离措施。

工作实，源头阻断病毒传播。为有效切断病毒传播渠

道，对辖区实施硬核管理。截至目前，团山街道辖区共有

14个封闭小区、4个半封闭小区、5个弃管小区、1个村已

全部实行封闭管理，只保留1个出入口。同时，由机关下

派干部、物业、社区志愿者严格值守，居民出入需持身份证

登记，外来人员、车辆一律不允许入内。

生命重于泰山 防线牢不可破

言入心，全面发动宣传到位。团山街道为打通疫情防

控信息宣传“最后一公里”，扩大社区、村宣传覆盖面，全

体党员干部放弃春节休息时间，从年三十开始挨户走访，

发送致居民群众的一封信，公布街道和社区电话，并通过

LED屏、微信群、QQ群滚动宣传和饱含直白贴心话的“大喇

叭”，让群众第一时间了解相关政策，指导群众以家庭为单

位科学防控疫情，增强全社会打赢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

心。

人有情，一户一案领导冲在前。由于辖区内一名隔离

者不放心自己怀孕的妻子而不愿离开，团山街道党工委主

要领导亲自到其家中做通思想工作，承诺可将照顾工作交

给街道，并采取24小时接听电话的方式。同时，辖区居民

需要社区帮助购买食品，社区马上采买到位；需要提供车

辆就医，街道立即联系；需要照看家中孩子，工作人员身着

隔离服在外陪伴孩子，在充分考虑居民实际需求的情况下

把隔离工作落实到位，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和理解。

重细节，小处着眼落细落实。为加大新冠肺炎防控力

度，团山街道已在辖区各小区入口显眼的位置设置了废弃

口罩集中收集点，并对废弃口罩收集点、张贴醒目标语等

进行宣传，引导市民规范投放，以防不法分子回收重复使

用。同时，对于废弃口罩专用容器和集中收集点，社区要

求物业每天消毒不少于4次；对于收集点的废弃口罩，社

区每天安排专人进行收集并更换新的垃圾袋。

现场就是战场 党员身先士卒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团山街道党工委书记侯东来面

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坚持每日一调度、每日一实地巡查、每

日一总结，24小时全天候亲自调度疫情防疫工作，全方位

指挥开展全民宣教、联防联控、日常消杀、严格管控、处置

突发和值班值守等防控措施，他始终奋战在防疫一线，废

寝忘食，不知疲倦。

同时，在长山花园社区吴亚琴书记“党员就是堡垒，我

们一定能战胜这场疫情”的号召下，一支战“疫”先锋队迅

速组建，在社区党委带领下，党员们成为防疫宣传、消杀的

骨干力量。

一丝不苟、有难必帮，这是社区居民对党员战“疫”

先锋队的评价。楼道长、网格长、社区普通党员、楼栋

党支部、社区党委等在党组织引领下，利用电话、微信、

广播大喇叭等组建起全覆盖的战“疫”网络，并迅速发

挥作用。

“您好！政务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

以帮您？”白城市督查指挥中心“一个电话

解难题3650000民生诉求热线”办公室内，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几乎是一个电话还没

挂断，另外一个已经在线等待了。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一条热线在政府和群众

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

“指挥部已经协调交警和社区，不能让

人员滞留在高速口，人员返回社区后要做

好登记，实时监控健康状态……”采访中，

群众热线中反映的防控期间居民从外地返

城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督查指挥中心综合

办公室主任倪欣得到市疫情指挥部的指令

后，立即向相关部门和来电群众进行了通

报。

热线中，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大

多和疫情防控有关，也有一些民生问题。

“能立即解决的民生问题，我们即刻帮助解

决；涉及新冠肺炎防控不能即刻答复的，我

们会详细记录、整理、汇总、上报给防疫指

挥部，由指挥部研判解决。”

倪欣说：“吉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I级应急响应以来，‘一个电话解难题’

热线从原来每天13个小时工作时长，调整

为24小时全天候服务。截止到2月8日早

上7点，共接到群众来电1.65万个。”

18名接线员“四班倒”，巨大的工作量

让工作人员没有时间用餐，方便面成了这

里的“标配”，电话中常常有群众解决问题

后的感谢，也有无理的指责，对这些，工作

人员闭口不提。

接线员刘洋说：“这个时期在这个岗

位上有一种使命感，觉得无时无刻都在

为疫情防控作着自己的贡献，群众们的

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褒

奖。”

特殊时期，我们时刻在线！
本报记者 戈驰川 于凝 张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家里蹲”成了

广大民众支持这场“战疫”的最佳方式。然

而随着居家时间的拉长，“宅”也带来了一些

心理问题，不少市民表现出焦虑、烦躁，甚至

抑郁。疫情面前，如何应对不良心理反应？

2月11日，记者专访了省神经精神病医院精

神科副主任医师、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

林冬梅，请她为市民朋友开出一张“解惑”药

方。

问：林医生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宅太久，会产生哪些心理反应吗？

答：疫情的暴发的确会给大众带来一些

负面的心理影响，当不良情绪到一定程度，

就会出现一些常见的表现，常会引发认知、

情绪、躯体及行为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认知与情绪的变化：否认、震惊、愤怒、

恐惧、焦虑、自责、内疚、抑郁、麻木等。

身体反应：身体多处不适，肌肉酸痛，肌

肉紧张，头晕、头痛，心跳增快，心慌感，呼吸

急促、长出气，血压上升，消化不良、腹痛腹

泻，尿频、尿急，容易疲乏、无力等。

行为反应：难以集中精力、坐立不安、重

复行为等，可能还会有一般人意识不到的反

应。常有入睡困难、睡眠中途经常醒来、睡

眠质量不佳、多梦、早醒等。

人际冲突：疫情相关信息带来的认知、

情绪、行为及睡眠等变化，都可能会增加人

际冲突，甚至发生言语、肢体攻击行为。上

述反应都是正常人遇到疫情等重大压力事

件的正常反应。

问：如果市民产生了上述反应该怎么应

对呢？

答：每每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我们都

可能出现担心和害怕，这时候，我们要坚定

信心，沉稳应对。

一要理性认知。对于新冠肺炎的认识，

从完全无知到知之甚少、到逐步了解，已经

掌握了不少规律。要通过官方渠道客观了

解疫情相关信息，不要轻信谣言。

二要积极防护。不折不扣落实各种防

护措施，加强个人防范，有效切断传染源，减

少感染机会。

三要相信科学。历史发展证明，科学的

力量已经帮助我们战胜了很多病魔。抗击

疫情的战役中，已经有了胜利的曙光。

四要避免过分关注。有了防范措施以

后，就不必对自己的身心感受和外界信息过

分关注，应当将注意力投入到更多积极、有

意义的事情上。

五要生活规律如常。保持正常的生活

规律，即使宅居在家，也要保持良好的生活

节奏和习惯，这有利于增强抵抗力。

六要保持社会联络。通过微信、网络、

电话与熟悉的朋友保持畅通联系，借助与亲

朋好友的互动，保持稳定的心态。

问：如何防范心理压力引起的极端事

件？

答：要化被动为主动，提升我们判断信

息真伪的能力，也可以学习一些缓解自己焦

虑的方法。

识别情绪和行为。认清自己只是恐惧、

害怕、担忧被新冠肺炎感染，并没有真的被

感染。

接纳情绪和行为。每个人都会出现的

正常反应。

合理表达情绪。用自己能接受的方式

合理地表达不良情绪。比如可以采取倾

诉、画画、写日记等方式，还可以拨打心理

热线。

积极调整情绪。发现自己的不良情绪

并合理表达后，还可以积极地管理这些不良

情绪。比如，理性思考自己不良情绪的来

源，改变自己的错误认知；又如，行动起来，

做些有意义或者令人愉快的事情（如锻炼、

听音乐、看书等），让自己开心起来。

积极冥想。结合冥想技术，想象自己的

“身体不适”被逐渐装入了一只气球，气球慢

慢胀大。最后，气球被装满了、爆炸了，所有

的身体不适也随之消失了。

寻找社会支持。让好友来分享心得体

会，包括自我防护和调整情绪的方法，向他

人寻求帮助，共渡难关。

应对疫情困扰 心理专家支招
本报记者 袁松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松原市宁江区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严格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市委统一要求，把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

建强“指挥部”，筑牢“桥头堡”，发动“生力

军”，紧紧把握“五个关键”，团结一致，力战

疫情，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筑起了一道

生命之盾。

关键一：挡住外边

针对省外人员，开展全面排查，同时采

取果断举措，避免因人员流动引起疫情传

播。在街道社区，督促各地严格落实属地责

任和“四早”要求，对辖区实行网格化管理、

地毯式排查，通过设卡登记、发放通行证、比

对身份信息、电话问询、入户走访、有奖举报

等方式，逐户逐人开展排查、登记工作，做到

全覆盖、无死角、无遗漏。在重要路段，公

安、交通、信访等部门协作联动，对国省干道

排查登记，对铁路民航大数据信息进行分析

研判，精准发现外来人员，确保不留盲区、不

漏一人。

关键二：管住里边

在全面排查人员情况的基础上，针对区

域内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实行24小时管控，

避免因人员聚集产生新的疫情。在乡镇，各

村屯实行一村一口，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

动。在街道，全面封堵各居民小区通道，只

留唯一出入口，严防人员随意出入。针对

“三类”重点人群，全面落实最严格的活动管

控和隔离管控措施。

关键三：聚住民心

着眼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汇聚人

民群众的力量共同抗击疫情。在指挥部统

一领导下，各地、各部门通过利用媒体、发放

宣传单、悬挂宣传条幅、开通电子显示屏、出

动宣传车、设立村屯广播喇叭等方式高频

次、全方位向群众开展宣传。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青年志愿者共计1000余人，参与到

全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广大群众被带动、被

感召，积极配合、减少外出，全区形成了上下

同欲、万众一心与疫情战斗的强大声势和磅

礴力量。

关键四：保住底线

坚持未雨绸缪，通过千方百计筹措资

金、物资，让“党员干部心里有底、人民群众

心里不慌”。防疫物资方面，坚持政府统筹、

统一购买、统一调配、统一投放，优先满足重

点部位和防疫一线，全面做好供应保障。对

照省公安厅严厉打击11种违法犯罪行为要

求，对发布虚假信息、造谣生事、干扰防疫工

作以及失密泄密等行为，做到快速发现、依

法处置。

关键五：稳住经济

按照中央及省市“三保一统筹”工作部

署，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大力推

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坚决服务好群众的

“菜篮子”“米袋子”“肉盘子”。同时，科学有

序组织企业复工复产，指导企业做好员工的

安全防护工作。充分做好种子、化肥等备春

耕物资的储备、调配工作，着力从调整种植

结构、扩大棚菜生产和畜牧养殖规模、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等多方面入手，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全力保证冬春农业生产，促进农业

农村持续健康发展。

构 筑 生 命 之 盾
——松原市宁江区战“疫”纪实

本报记者 张红玉 通讯员 郑云飞 王影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刘巍）为积极应对和阻击新冠肺炎

疫情，今天，吉林“互联网+公安”综合服务平台推出新冠肺炎密

切接触者线上检测功能，帮助群众判断自己是否为新冠肺炎患

者的密切接触者。

该项功能依托公安大数据平台，汇聚了户籍、民航、铁路、

旅店住宿等多种数据信息，群众在功能页面提交个人信息后，

系统会根据截至当前日期14天内和确诊或疑似患者接触的相

关数据，判断查询人是否为确诊或疑似患者的接触者，帮助群

众了解出行过程中是否无意中接触到了确诊病例。

据介绍，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线上检测有两种方式，群众

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公安”进入“微警务”功能，或在手机应

用商店中搜索“吉林公安”下载并安装，随后在主界面点击“我

要检测”进入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线上检测功能，仔细阅读注

意事项，填写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点击“立刻检测”，即可

查看检测结果。

吉林“互联网+公安”综合服务平台推出
新 冠 肺 炎 密 切 接 触 者 线 上 检 测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祖维晨）今天上午，记者从省民政厅获

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省民政厅积极动员倡导慈善组织开展募

捐活动，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广泛捐资捐物，有力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截至2月11日，全省共有35家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省级4

家，各地31家），累计募捐2.02亿元（其中现金1.09亿元，物资0.93

亿元），累计支出1.7亿元（其中现金0.8亿元，物资0.9亿元）。

捐赠物资中，共有医用防护服7113套、N95口罩3.5万只、医

用外科口罩60万只、护目镜或防护面罩2888个、消杀防护类4.1

万瓶，其他各类医护和生活用品累计6万余件。所有捐赠物资努

力做到当天接收当天转交指定受益人，无指定受益人的3日内转

交各级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由各级疫情防控小组统筹安排使用。

记者了解到，在省级层面，按照省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物

资保障组统筹安排，确定由省慈善总会、省红十字会、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三家慈善组织负责我省疫情防控捐赠款物的接收。根

据2020年度慈善组织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等相关政策，省民

政厅将上述三家省级社会组织增加为进口捐赠物资受赠人，通过

上述组织接收的国家规定的防控疫情物资及设备，免征进口关税

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截至2月11日，省本级慈善组织共接收疫情

防控捐赠累计6002.58万元，累计支出5545.49万元。

社会各界积极捐赠 有力支援疫情防控
全省各级慈善组织共累计募捐2.02亿元，支出1.7亿元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毕雪）今天下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视频连线远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开展救援工作的第五

批医疗队成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针对新冠肺炎病例的远程多

学科会诊。

因医疗队救治的50名患者中，高龄人员多，基础疾病多，病

情不平稳、发展快。为对症救治，提高患者的治愈率，最大限度

地减少患者的痛苦，前方医疗队与后方协同作战，进行了远程专

家会诊。本次参加会诊的专家包括吉大一院院长、呼吸科专家

华树成，呼吸科主任彭丽萍、副主任李丹，神经内科主任崔莉，肝

胆胰内科主任牛俊奇，肾病内科主任许钟镐，内分泌科副主任刚

晓坤，心血管内科主任佟倩，感染症科主任鲍万国。各位教授都

是各自科室的学科带头人。

会诊期间，前方医疗队队长、吉大一院副院长吕国悦，心内

科主任郑杨分别对3例重症患者的病情进行了详细介绍，这是

医疗队5天来遇到的问题比较集中、涉及学科比较广泛、临床症

状比较复杂的疑难病例。后方专家们就这3例患者的病史、检

查结果及当前治疗方案进行了热烈讨论，并结合患者病情、武汉

一线救治条件，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修改优化了诊疗方案。同

时，专家们也根据医疗队提供的病例，更多地了解了新冠肺炎的

不同临床特点，有助于今后对新冠肺炎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分析。

“我们一直和武汉一线的医护人员保持紧密联系，对复杂病

例及时进行会诊交流，充分发挥我院多学科优势，为一线医疗队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我们有信心一定能打赢这场阻击战！”华

树成说。

长春武汉协同作战

吉大一院开展远程专家会诊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李文瑶）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

防控阻击战进入关键阶段，今天，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道“和美普

阳志愿团”行动起来，自愿为全街道82个弃管小区、371栋楼的

11.3万百姓开展一线服务，居民金友群、张伯武等一批志愿者主

动做起社区排查、宣传、消杀等防疫工作。

党群组织一挥手，党员群众跟紧走。为增强防控力量，普阳

街道党工委、团工委实时成立了“和美普阳志愿服务团”，通过“绿

园发布”“长春微视点”等公众号和微博平台及微信朋友圈面向社

会公开招募志愿者。仅3天时间，就招募115名志愿者，他们中有

公职人员、教师、工人、企业家、个体工商户、学生和退休干部。听

说成立了志愿团，有的家庭全员报名，大家主动投身一线，贡献力

量。

为了更加科学专业地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普阳街道

党工委推出了“守护家园之弃管小区”服务项目，引导志愿者们做

好“三员”：政策宣传员、信息排查员、义务巡逻员。他们具体负责

宣传政策、排查信息、协助管护、巡逻街巷等职责。今天，志愿服

务团温暖“上线”，共有28名志愿者参与一线防控工作。

疫情当前，志愿者们的安全是街道首先要考虑的。面对防控

物资缺乏的现实，街道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协调资源，“两代表一委

员”给予了大力支持。为志愿者们的社会担当所感动，刘海龙、花

汝飞、褚晓光等捐赠口罩2100个、酒精和消毒液等防疫物资20

箱。政协委员捐赠了2.5万元，与吉林人寿合作为志愿者和防控

一线人员购买了三个月的临时保险。保利地产购买了500只口

罩、1000副手套送到街道，为一线志愿者们的工作提供保障。

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和美普阳志愿者们汇聚成战“疫”的星

火，众志成城，温暖的“志愿红”彰显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

和美普阳志愿服务团“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