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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 先锋 本报讯 （通讯员季杨杨
记者张韵 ）近日，一抹红、一抹
蓝、一抹绿走在桃渚镇的大街小
巷，各自开展自己的工作，红蓝绿
三色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原来，这3种颜色分别是“党
员红”“网格蓝”“迷彩绿”。该镇
充分发挥党员、网格员、民兵3支
队伍力量，部署联防联控，充实防
控火线，从严从细从实打好疫情
防控阻击战。

“党员红”主攻宣传战，桃渚
镇组建了3支镇级和55支村级党
员志愿队，5辆镇级宣传车、20支

“小音箱”志愿车队每日循环播放
方言防疫顺口溜8小时，确保宣

传全覆盖无死角。
“网格蓝”负责打好信息战，

为了激活网格化管理效能，开展
拉网式大排查，1702名网格员包
户进行“洗楼行动”。目前针对返
临人员已开展两轮全面排查，走
访26390户90982人。

“迷彩绿”打好阵地战，该镇
15名民兵组成“特战排”，24小时
轮班战斗，执行重要卡点值夜、中
心镇区巡逻等硬任务，构筑最强
防护屏障。“这几天风雨很大，手
已经被冰冷的雨水浸泡得通红，
但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我们必
须坚守卡点。”桃渚镇民兵王卫兵
说道。

桃渚镇
“红蓝绿”三色行动
联打疫情防控阻击战

寂静的夜里，空荡荡的街头巷
尾，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徒留呼啸的
北风肆虐作怪。但此时却有这样一
种光，远远望去，红色和蓝色的光芒
交相辉映，像是一个灯塔在这漆黑
的夜里，看似微小，却散发出巨大的
能量。这就是警灯在闪烁，是你最
安心的光亮。

高速道口

沿着光走近一看，你能瞧见几
个人站在灯光之下，一群人身上的
police闪闪发光，白大褂温暖柔和，
这便是由我们公安和卫生、交通、镇
街等多个单位联合组成的台金高速
白水洋出入口卡点执勤小组。

一次次挥手，一次次询问，一次
次测温，一次次登记，操作流程规范，
动作行云流水，24小时值守，每天6个
小时的站岗，两点一线的工作模式，丝
毫没有磨灭我们心中的光芒。

每次交接班的时候，总会听见
大家彼此之间的致意：“兄弟，你来
了？”“对，你可以回去休息了。”虽然
彼此瞧不见被口罩和护目镜层层包
裹的脸庞，虽然话语简短，但是饱含
着对彼此的惦念，温暖着彼此。

其实，我们接到设立统一卡点
通知的时候，都知道这是一场和病

毒的生死之战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也深知其中的危险，但我们愿意冲
在最前面，为其他人守住那微弱的
光芒，带来新的希望。

按照分配到的人数，我们迅速
确定了名单，白水洋卡点分队随之
成立。我现在还能记得1月28日中
午，大家拖着行李来到卡点集中住
宿点，言语间脸上所洋溢的笑容，相
信下一秒就会更好。

每天看着前方汇总过来的卡点
数据，几百人的温度测量，上百辆的
车流量，你能感受到背后的艰辛。
但是，你始终感受不到言语中的疲
态，因为，我们总是会告诉你一辆辆
车子的故事。有些是赶了五六个小
时的路，只为看老母亲一眼的女儿；
有些是千里迢迢大包小包，赶来第
一次拜见丈母娘；有些是常年在外，
就为过年回家一聚的小夫妻……

我们每天面对各式各样的故
事，体味千家万户的百样情感，但是
为了减少人流量控制疫情，只能艰
难说不，苦口婆心劝说等到疫情过
后再相聚。我们会对每一个调转车
头返程的群众挥手告别，默默祝福
这些人可以早日见到自己想见的
人，续上这一段未完结的故事。

乡间群众中

大年初一，我们收到单位通知：
全员回到单位上班。记得那天中
午，刚刚结束年三十值班，回到家中

的我，告诉父母自己又要回单位上
班了。父母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
没有说，一个马上开始帮我收拾东
西，一个着手做上一桌我最爱吃的
菜。离开家的时候，干净的警服、各
种年货以及忍不住的唠叨早已塞满
了后备厢，两老就这样站在家门口，
望着我的车子远去。我知道他们心
中有百般不舍，但是身为警属也早
已习以为常。

大年初二上午8时，随着集合令
响起，全所人员身着警服，站在熟悉
的集合场地上，等待着任务的下
达。在领导的加油鼓劲之中，白水
洋派出所开始了2020年的第一场
战役。白水洋派出所所长陈红旗告
诉我们，在这场战斗中，要让老百姓
能经常看到我们的身影，让他们安
心，不必恐慌，团结一致抵御病毒。
但是，我们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只
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打赢这场战

“疫”。
从那天起，不管风吹日晒、晴天

暴雨、白天夜晚，警灯一直在白水洋
每个村庄里闪耀。关停宾馆、洗浴
中心、棋牌室，驱赶聚集人员、张贴
疫情宣传公告，协助当地政府做好
隔离人员的管控、发放告诫书……
哪里都能瞧见那温暖人心的光芒和
我们可爱的身影。

即便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群众
的不解，一些人认为我们小题大做，
连在家门口搓麻将都要管，连家里
办喜事也劝着改期，言语中难免有

些抱怨和责备，心里老大不愿意，但
是为了辖区安全，为了控制疫情，我
们只能选择不厌其烦地劝说，三番
五次地解释。随着疫情的逐步爆
发，老百姓们也逐渐理解我们前期
所做的工作，成为了我们的帮手。
即使没有警灯闪过，他们也能瞧见
那远处闪耀的光芒，一起投入到这
场保卫战中。

你我心中

这场战“疫”已经持续了十几
天，全所一部分人员被抽去集中设
卡，一部分人员被抽去配合隔离点
工作，剩下来的人留在单位，维持着
辖区的秩序，落实着各项防疫工作。

我们单位一共53人，来自53个
不同的小家庭，同时也是白水洋派
出所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在家中或
许是孩子心目中伟大的爸爸，父母
眼中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妻子心中
最牵挂的人，有着各式各样的角色，
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但是，为了心
中始终闪耀的光芒，为了始终坚定
的理想信念，我们终日奔走毫无怨
言地投入到这场战“疫”之中。

所以，面对这场战“疫”，你不必
害怕，只要打开窗户朝外看看，街上、
道口、山野、田间，都能瞧见闪烁的红
蓝警灯，你就会安心。因为这种有魔
力的光会带着你穿越黑暗隧道，拥有
充满光明的世界。

杨文婷

警灯闪烁，是你最安心的光亮

日前，上盘镇组织志愿者亲手做了爱心食品，送往八三省道、头门
港高速路口设检点和集中隔离点，为一线工作人员和隔离户送去寒冬
的温暖和问候。 张 韵 郭舒颖摄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随着我
市企业的陆续复工，快递物流是否
恢复正常运营受到群众的普遍关
注。记者了解到，在我市，邮政、顺
丰、京东坚持春节期间“不打烊”，保
障防疫物资、民生物资的运输及配
送。2月13日起，我市申通、圆通、
中通、韵达、天天等17家快递公司、
11个分拨中心也陆续恢复运营，市
民寄取件需求将得到有效解决。需
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各地疫情管控
影响，快递企业仍优先集中资源保
障医疗防疫物资的寄递。

昨日上午，在位于彪马工业园
里的中国邮政临海邮件处理中心，
记者看到陆续有货车载着快递包
裹装卸货，工人们戴着口罩、手套
等防护措施，相互保持安全距离进
行货物分拣，装车派送，紧而有
序。中国邮政临海分公司寄递事
业部副总经理黄钢强告诉记者，受
疫情影响，近期，这里的每日收件
量在2万余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下
降了70%左右。

记者了解到，自疫情发展以来，
中国邮政一直坚持向社会提供普遍
服务，于1月25日起紧急开通绿色
通道，义务为武汉地区提供防疫救
援物资的寄递服务。近日，主动与
防疫部门、教育部门合作，为市民
派送口罩及新学期书本等物资。
黄钢强表示，公司优先保证防疫物
资的运送，因此面向普通群众的快
递揽件和处理能力受到一定的影
响，为此，公司根据疫情的变化做
出相应的调整，尽可能保障寄递渠
道畅通。

“为解决邮件处理人员严重不
足的问题，我们适当延长了临海出
口现有邮件处理人员的作业时间，
并进行复用，时间上跟台州分拨中
心错开，白天将临海邮件处理中心
的上班时间调整为下午1时到5时
之间，晚上再将这批处理人员带到
位于四通物流园区的台州分拨中心
开展作业。下阶段，邮政将按我市
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本地员工的
招收力度，与各村、社区加强沟通，
为工作人员打好工作证明、做好体
温监测等防疫措施。同时，外地人
员的复工，我们会按照相关规定，等
到可以返乡后，在做好隔离观察等

措施后再雇用。”黄钢强表示。
记者来到浙江顺丰速运有限公

司临海分公司时，工作人员正戴着
口罩和手套，对刚刚卸下来的包裹
逐一喷洒消毒液。分公司经理任典
妙告诉记者：“我们每天都会对各网
点进行全面消杀，都有专人进行记
录。对于每个员工可能接触到的位
置，每天最起码进行早晚两次的消
毒，对人员进行早晚两次的体温测
量。此外，对于上门来寄件的客户，
我们也会进行体温测量，如果出现
咳嗽、发热等情况，我们会及时上
报。”

目前，分公司内所有的返岗员
工均是临海本地人员，人员返岗率
在90%左右，较之前相比，整体收派
件量已经恢复40%左右。“我们网点
有湖北籍、温州籍的员工，虽然公司
要求他们暂时都不要回临海，但也
会给他们一些保障，哪怕没有回来，
也会支付相应的工资、福利和补
贴。”任典妙说。

邮政、快递承担着社会基本公
共服务功能，特别是在居民减少出
行的疫情防控时期，确保寄递网络
顺畅通行将为社会运转和群众生活
提供极大的便利，对此，我市有关部

门有效协调，主动服务，全力保障邮
政、快递服务正常开展。临海邮政
管理局副局长屈道明告诉记者：

“企业复工需按照我市临防疫指发
〔2020〕17号文件有关规定准备复
工备案材料，落实好防控措施及物
资等。13 日开始，我们对各快递
企业逐一进行上门检查，并现场
给出审批意见，再将企业准备的
资料统一交给市复工复产工作领
导小组审批备案。检查通过的企
业，我们发放其企业复工通行证，
企业方可恢复正常运营。此外，
对于外地返工人员，我们会根据
复工企业所提供的外地返临人员
信息表，与高速路口管理人员做
好衔接，保障他们顺利进临海。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求企业按照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16号令做好
人员隔离措施，并在身体健康的情
况下，持通行证上岗。”

屈道明表示，由于受各地疫情
管控影响，我市各快递企业复工后，
将优先集中资源保障医疗防疫物资
寄递，群众网购商品的寄取快件时
效可能会受到影响。复工初期，快
递压力较大，大家网购建议以生活
必需品为主。

你的快递正在派送中！

我市快递公司将陆续恢复正常运营

自防疫工作开展以来，市
新 闻 集 团 的 记 者 们 分 赴 一
线，记录并传达防疫战斗中临
海的坚守和努力、温暖和信
念。图为记者深入一级严防
村白水洋镇上元地村采访。

汪 贵摄

“疫”线 声音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 通
讯员罗锦雯）2月12日下午，我市
人民法院采用远程视频的方式公
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
疫情防控期间妨害公务案，依法
判处谢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
月，邵某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台
州市宣判的首例涉疫刑事案件。

2月7日14时30分许，被告
人谢某某与邵某想从我市某小区
后面绿道的封锁处绕行回家，被
正在此处执行防疫工作的吴某某
(系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劝阻。
两人因此心生不满，开始辱骂、推
搡吴某某。而后两人情绪越来越
激动，谢某某将吴某某推倒在地，
并用拳头多次击打其头面部。

遭到反抗后，谢某某捡起边
上的水泥块多次击打吴某某头
部，邵某则用拳头击打吴某某的
大腿、腰部等处，致其受伤。吴某
某奋力挣扎着站起来，大声呼
救。两被告人未再大打出手，却
还是拽着吴某某破口大骂，直至
附近有人赶来。经市公安局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吴某某头部、右颧
部、鼻部多处外伤，损伤程度均达
轻微伤。

当日，谢某某、邵某被带至派
出所接受调查，并于2月8日被刑

事拘留。2月10日，我市人民检察
院以谢某某、邵某涉嫌妨害公务罪
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月11
日，市人民法院立案，并为两个被
告人指派辩护人，于12日适用速
裁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审理
后认为，被告人谢某某、邵某在疫
情防控期间，暴力殴打依法执行
政府防疫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致被害人四处轻微伤，严重妨
害了防疫工作秩序，其行为均已
构成妨害公务罪，公诉机关指控
的罪名成立。根据被告人邵某的
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积极预交赔
偿款的行为，以及两被告人系夫
妻关系并育有两名幼子等家庭实
际情况，法庭遂作出如上判决。

疫情面前没有“局外人”，主
动配合疫情防控措施、自觉遵守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应该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本案中两名被告人
恣意妄为，拒不配合政府部门工
作并殴打防疫工作人员，扰乱疫
情防控秩序，应当予以严惩，但考
虑到被告人家中有两名幼子需要
照顾，法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对作为孩子母亲的被告人邵
某从轻处罚适用缓刑。希望广大
市民能从本案中吸取教训，引以
为鉴。

殴打防疫工作人员
夫妻俩双双被判刑

日前，永丰镇组织镇工办及工会工作人员，成立16人“助产复工党
员先锋队”，积极助力企业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逐步恢复有序复工复
产。其间，工作人员建立留观员工关怀群，组织专业生活物资配送组，
开展订单式服务，为留守职工送去蔬菜、猪肉等基本食物。同时，指导
企业开展防疫消杀、职工健康监测等工作，全力当好企业复工复产的

“娘家人”。 高再娇 王敏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