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周少红）武汉胜则湖北

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我县驰援武汉

的“白衣战士”刘桂兰勇敢逆行、英勇

奋战，用责任与担当书写着“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医者仁心。

“不知不觉来到武汉已经半个多

月了，各地战友为了同一个目标聚到

了一起，在工作上团结协作，在生活上

互帮互助，志愿者为我们排忧解难，住

院患者帮我们当翻译员，执勤人员冲

我们竖起大拇指，大喊‘加油！’正是

因为这些感动，让我明白了中国为什

么能够这么快把疫情遏制住。我为自

己是中国人而骄傲。”这是“白衣战

士”刘桂兰在武汉战“疫”一线写下的

一段话。从刚开始的忐忑焦虑，到现

在的从容应对，刘桂兰说，在“战场”

上短短数日，她就收获了很多直触心

底的感动，一股充满斗志的力量在心

中涌动。

带着使命和责任，战疫情，斗病

魔，一时一刻都不能含糊。“现在武汉

的气温逐渐升高，穿上防护服，戴上护

目镜，查房、下医嘱、写病历、观察病

情，不到一个小时，里面的衣服就湿透

了，呼吸都非常困难。”刘桂兰说，但自

己必须全力以赴，不辜负家乡人对自

己的期望。

刘桂兰参与救治的医院是因公殉

职在战“疫”一线的彭银华医生生前工

作的医院。英雄已逝，精神永存。刘

桂兰说，接续榜样力量，传承奋斗之

魂，穿上这身白大褂，就责无旁贷。

远赴湖北，孩子是心中最大的牵

挂。工作间隙，刘桂兰总会通过视频

看看两个孩子、和家人聊聊天。大女

儿李梓萌说：“妈妈，我给您叠了千纸

鹤，希望妈妈保护好自己，多救治几个

病人。”她将对妈妈的思念融入寓意平

安顺利、吉祥健康的千纸鹤中。

小女儿李梓溪同样带给妈妈惊

喜。李梓溪说：“妈妈，我学会了一首

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武汉加油！妈

妈加油！”

成长，往往就在一瞬间。刘桂兰

说，疫情防控期间，她狠心给小女儿断

了奶。孩子却和妈妈之间有一份天然

的心有灵犀，愣是不哭不闹，让人格外

心 疼 。 刘 桂 兰 说 ：“ 等 打 赢 这 场 战

‘役’，我要好好抱抱孩子。”

舍小家温馨换大家安宁，值得且

光荣。刘桂兰说，春天已经到来，樱花

也会盛开，疫情防控形势一天天在好

转，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胜利在向我

们招手。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必将

重焕光彩。

编者语：待到春风十里时，愿有樱

花漫盛世。“白衣战士”，全县人民为你加

油，衣白褂、破楼兰，赤子切记平安还。

“白衣战士”刘桂兰：我与疫情共进退

图为穿好防护服的刘桂兰。
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日前，县消防救援大队在幸福城小区开展疫情防控消防演练。整个过程紧
张有序，各组衔接顺畅、配合默契、反应敏捷、处置有效，圆满完成了各项救援任
务，进一步提高了消防队伍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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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消防演练 提高处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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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老年人该怎么做？

合理补充营养提高免疫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很多重

症患者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本身患

有多种疾病，全身脏器功能减退，再加上

咀嚼和吞咽功能下降，导致本身进食不

足，容易在被感染病毒之前就有消瘦和

营养不良的情况。而消瘦和营养不良，

将会导致免疫功能的下降，经受不起病

毒感染的打击。所以，老年人一定要通

过合理补充营养，提高营养储备，尤其是

增加肌肉含量，才能增强免疫力。

鉴于老年人行动不便，有时难以制

作营养全面的食物，加之其食欲下降，进

食量很难达到每日热量和营养的需求。

建议选择以下口服营养补充剂：口服全

营养补充剂；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

优质蛋白质补充剂。这3种营养补充

剂，每一种都有很多品牌和规格，可以分

别选择一种，搭配使用。当老年人体重

慢慢上升时，代表免疫力也得到改善。

当然，营养补充剂最好到医疗机构购买，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合理饮食应该注意什么？均衡饮

食，尤其重视摄入优质蛋白（牛奶、蛋、大

豆制品、肉类）和新鲜蔬菜水果；适当补充

营养素，如蛋白质类、不饱和脂肪酸、调节

肠道免疫功能的膳食纤维以及复合维生

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等；避免短期内因活

动减少造成肥胖和血糖升高。控制好体

重和血糖，对于维持肥胖和糖尿病人的

免疫功能尤其重要。对于肥胖的患者来

说，如果运动过少，血液黏稠度升高，会增

加栓塞性疾病发生的危险，如脑中风、心

肌梗死和肺栓塞，所以，建议老年人合理

补充营养，避免吸烟和饮酒，适当增加运

动，提高免疫力。

（摘自《人民日报》）

志愿之光 温暖大厂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践行雷锋精神，我们共同战‘疫’”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王莹）3月5日是全国第

57 个“学雷锋纪念日”，我县作为全国

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之

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践行雷锋精

神，我们共同战‘疫’”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全面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在全社会营造了向上向

善的文明新风尚。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立足实

践、提前部署，在“燕赵志愿云”平台发

布志愿服务计划，招募志愿者，组织开

展了“疫情防控宣传、志愿值守、爱心

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使志愿者们积

极投身到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和复工复

产的岗位中。

雷锋精神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

帜，在平凡岗位和日常点滴中迎风招

展。疫情当前，志愿者们冲锋在前，用

不同的方式弘扬雷锋精神，共同抗击

疫情。“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发生

以来，志愿者们在全县各部门新时代

文明实践分队的组织下，纷纷主动参

与到防疫一线执勤、公共区域卫生消

毒、文明行为倡导等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中。

“我们来检查一下电线线路。”在

廊坊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内，供电公司

新时代文明实践分队的志愿者们主动

上门对该公司电源线路、配电设备开

展拉网式检查，从供电“关键部位”到

“分支网络”做好全面体检，切实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

“您想剪个什么发型？”北辰街道

永安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分队组织开展

“学雷锋”义务理发活动，几位爱心理

发师上阵支援，为坚守在各个小区卡

口的执勤人员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让

执勤人员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工

作中。

他们化身保安，在防控卡口严防死

守；他们义务检修电器，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他们自愿行动，为奋战一线的防

控人员义务剪发、买菜送药……志愿者

们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号召下，

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将志愿服务

遍撒在县城的每一个角落，传递着大厂

温度，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凝聚起强大的正能量。

一抹“志愿红”温暖一座城
本报讯 （孙浩）春寒料峭，总

有一种深情，让我们倍感温暖。在

这个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与众不同的

春天，我县广大志愿者危难时刻，挺

身而出，不惧艰险、不怕苦累，坚守

在防控一线，奋斗在不同的工作岗

位，用爱温暖彼此奋勇向前。

青年有担当，战“疫”有力量。

在得知社区急需志愿者参与一线防

控工作后，刚毕业的 95 后青年志愿

者刘海雯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开始

了起早贪黑的抗“疫”工作。她每天

早早起床，为居民测体温、作登记，

一点儿不敢马虎。换岗休息时，她

又拿起抹布喷壶，为办公大厅进行

消毒，不留一个死角。刘海雯说：

“我要尽自己所能，做好防控工作，

展现当代大学生的青春风采与责任

担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力量。”

在我县，像刘海雯这样的志愿

者，还有很多。步行街社区党员志

愿者李智从大年初三加入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队后，每天早晚两班倒，没

有休息过一天。为有效减少人员外

出流动，李智还积极参加爱心蔬菜

免费送上门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风雨无阻，不怕苦累，不畏风险。李

智说：“社区就是我们的大家庭，为

了大家的安全和健康，我多付出点

没什么。”

疫 情 就 是 命 令 ，防 控 就 是 责

任。50岁的华安南路社区志愿者陈

宝华勇挑重担，自愿担当起了“保

卫”所住小区的责任，组织人员，安

排值班，长期的忙碌让陈宝华的身

体有些吃不消，但他并没有因此“下

岗”，还是继续奋战在一线。社区工

作人员劝他多休息，他却说：“疫情

不退，我不能退。”

哪有从天而降的英雄，不过是

挺身而出的凡人。我县的志愿者们

不求索取、只讲奉献，勇于担当、敢

于逆行，全力以赴守护全县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实际

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在疫情防控

一线勾画出一抹抹温暖亮丽的“志

愿红”。

本报讯 （李欣岩）在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陈府镇王唐

庄村党支部书记贾书莲对内做好统筹

规划、入户排查、宣传引导，对外进行

卡点值守工作，充分展现了巾帼不让

须眉的精神风貌，为维护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王唐庄村口，志愿者们正在为

村民测量体温、登记数据，其中一个

忙碌的红色身影，就是47岁的村党支

部书记贾书莲。自大年初二以来，她

带领村“两委”干部和志愿者开展入

户排查工作，完善人员信息台账，及

时更新数据上报镇政府，并建立微信

群、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宣传疫情

防控知识，同时，坚持到卡口执勤，连

续工作30多天。贾书莲说：“作为村

党支部书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必须

当先锋、作示范，带头做好各项防控

工作，保障村民安全和健康。”

贾书莲带领村干部将预防新冠

肺炎明白纸发放到每家每户。一份

明白纸的内容，她要重复成百上千

次。在她的带领下，村民们不传谣、

不信谣、不恐慌、不聚集，真正实现了

群防群治。村民王德春说：“戴口罩、

勤洗手、不聚会、多通风，在村干部的

宣传带动下，村民的防护意识有了明

显提高。”

疫情面前彰显坚定力量，新时代

中国妇女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风貌，

舍小家、为大家的责任担当以及牢记

使命、砥砺前行的党员初心，在贾书

莲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贾

书莲说：“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就要挺

身而出、靠前指挥，使每一个党支部

都成为一个战斗堡垒、每一名党员都

成为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相信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

贾书莲：巾帼有力量 妇女显担当

警惕！骗子冒充老师收费诈骗
因疫情防控需要，当下学校“停

课不停学”，大多组织在网上进行教

学。我省多地公安机关接到有人冒

充老师潜入QQ、微信群以“疫情延期

开学”“网上授课收学费、材料费”为

由实施诈骗的警情。

2月3日，唐山市某小学教师张某

报警：QQ 群内有人冒充班主任白某

向家长收费。经查，此前白某同意一

名自称是学生家长的人入群。2月3

日，群内一名头像和昵称均与白某相

同的人发布消息称，学校即将举办英

语辅导班，一年费用 1300 元，培训结

束后教育局补贴 800 元，并发布了微

信收款二维码，告知家长扫码付款。

群内6名家长看到消息后付款。后白

某发现此人冒充自己发布假消息，将

该人移出QQ群，但为时已晚。

骗子是如何混进班级群的呢？

省公安厅反电信诈骗中心民警揭秘，

诈骗分子在QQ或者微信内搜索班级

群的群聊关键字，便出现大量的群聊

信息，如果该群没有设置相应的验证

机制，或者管理员验证不严格，骗子

们可能冒充某学生家长进入。

骗子进群后，伪装成学生家长添

加老师QQ或者微信，潜水观察老师

的活动规律，找机会将自己的头像换

成和老师一样的头像，并修改备注

名。诈骗分子大多会利用休息时间

发布假收费通知，催促家长及时通过

二维码缴费，利用时间差，让老师不

能及时发现。

“避免上当，老师和家长都要做

好防范。”民警提示，首先，老师或群

管理员应该开启入群验证功能，实行

实名制，对每一位入群的成员身份进

行审核，避免陌生人随意加入家长

QQ、微信群。另外，老师应加强对家

长QQ、微信群成员身份核查，对身份

可疑人员，及时清除出群。

“家长要学会分辨信息真假。”民

警表示，学校一般不会在群内发送二

维码要求家长通过网络转账的方式

支付学费，家长一旦收到任何扫码交

学费的消息，切勿急于汇款，一定要

直接与班主任或校方核实真伪。

（摘自《河北日报》）

举案说法举案说法

疫情防控显担当 爱心助力不停步
本报讯 （记者郭志媛 谭淼）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牵动着每个大厂人

的心，连日来，我县爱心企业及个人

纷纷以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为抗

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尽一份心、出

一份力。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防控攻

坚，八方支援。大厂东进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全体员工慷慨解囊，一次性

向疫情防控后勤保障组捐赠防控资

金20万元。总经理丁耕付说：“公司

发出捐款倡议后，全体员工纷纷响

应，短短几天时间就捐款20万元，大

家都想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

反哺社会是企业的责任。大厂益

恒公司向县疫情防控后勤保障组捐赠

10万元；廊坊景隆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向县疫情防控后勤保障组及县发展和

改革局捐款捐物共计20万元，并组织

企业员工捐款92600元，为防控一线的

工作人员送去温暖，副总经理田向东

说：“作为企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希

望能为抗击疫情尽一份绵薄之力，带

动更多的企业加入到这场爱心接力

中，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防控，没有局外人。我县的

爱心个人也积极行动起来，用大爱真

情支援疫情防控工作。邵府镇邵府村

村民向县公安局送去了N95口罩，一

次性手套，次氯酸钠等防护物品；祁各

庄镇陈家府村村民向县红十字会捐款

10800元。

涓流汇沧海，积土成山丘。一场

场爱心接力不断上演，一滴滴温暖不

断汇聚。我们坚信，没有一个冬天不

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在

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

党性不褪色 战“疫”显担当

本报讯 （孙浩）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县很多

老党员人老心不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当仁不让地冲在疫情防控一线，

用实际行动筑起维护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的安全防线，让党旗在疫情防

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戴口罩，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

在潮白家园三期涵碧园小区门口，一位

戴着口罩、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给往来

居民测量体温，还不忘对他们时时叮嘱。

这位老人名叫曾德生，今年68岁，

已经有42年党龄了。当得知社区正在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后，他第一

时间主动“请战”。曾德生说：“作为一

名老党员，关键时刻就得站出来，发挥

我的光和热。”

从 2 月 8 日开始，曾德生天天在门

卫协岗，还自发组织了楼门长志愿者防

控小组，每天汇报工作内容。社区工作

人员多次劝他回去休息，可他却说，自

己一定要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曾

德生说：“比起坚守在一线的医务工作

者，我做的这些不算什么。”

在我县，像曾德生这样，关键时刻

主动请缨的老党员还有很多。燃料公

司小区的王守生、新风小区的刘世伟等

老党员，都主动尽一份力，担一份责，站

岗执勤、轮流值守，忙碌在疫情防控工

作一线。疫情面前不言老，忠诚誓言不

能忘，岁月易逝，他们初心不改。曾德

生说：“我虽然退休了，但党性决不能

‘退休’。我坚信，大家众志成城，一定

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