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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彦淖尔3月4日电 （记者
韩继旺）3月3日至4日，自治区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在巴彦淖尔市调
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坚定
文化自信，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
代价值，保护传承和弘扬好黄河文化 ，
讲好“黄河故事”，推动文化旅游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白玉刚先后深入乌拉特前旗、五原
县、临河区，围绕沿黄地区文化旅游发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等情况进行调
研。白玉刚指出，巴彦淖尔市在黄河

流域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得天
独厚的地域环境，要充分依托资源优
势，高站位统筹谋划，大手笔做好黄河
文章，抓准市场定位，打造文化旅游精
品路线，提高文化旅游品牌含金量，实
现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白玉刚要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要始终扎根基层，聚焦群众需求，
积极探索创新活动载体，广泛开展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持续增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感染力和影响
力。要高度重视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完
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丰富志愿服务内
容，使志愿服务成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的中坚力量。

白玉刚在巴彦淖尔市调研时强调

保护传承和弘扬好黄河文化
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 3 月 4 日讯 （记者 张文
强）3月4日上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会
同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在呼和浩特举行“汇聚党员爱心
党费助力抗疫”负压救护车发放仪式。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伟
东，自治区副主席欧阳晓晖为各盟市发
放钥匙。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
重视，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
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防控工作，极大地鼓舞了人心、激发
了斗志，全国上下凝聚起共战疫情的强
大合力。全区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
央号召，在各自岗位上不忘初心、履职

尽责，自愿交纳党费支持疫情防控斗
争，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贡献力量。为切实缓解
基层一线疫情防护物资需求，按照自治
区党委部署，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会同自
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统
一购置了20辆负压救护车，集中交付
各盟市投入疫情防控一线。

自治区党委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干部群众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保持昂扬斗志，增
强战略定力，共同顽强拼搏，更加科学
有效地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汇聚党员爱心 党费助力抗疫”
负压救护车发放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杨伟东欧阳晓晖出席

□本报记者 刘春

父亲打电话说，呼和浩特市马路
上都是车，超市、菜市场也开始营业
了。我忍不住走到窗前，第十几次望
向楼下荆门市空无一人的街道。

从2月18日入住这家酒店，我每
天都会拍一张这条街道的照片，固定
一个角度，期待着能够拍到这条大街
上车流如织，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
这个愿望会实现的。

那时，也一定是我们凯旋的时
刻。

3月3日，荆门市邵逸夫医院一名
36岁的重症患者出院了，这是这家医
院首例治愈的重症病人。另外的好
消息是，荆门市这一天新增1例病例，
目前有239例仍在医院治疗。从928
例到239例，无疑预示着新冠肺炎病
毒距离寿终正寝不会太远了。

尽管没有权威信息定位现在是
个什么节点，但是已经有“窗口期”

“吃劲儿的时候”“背水一战”的表
述。正是在这个时期，内蒙古对口支
援湖北省荆门市前方指挥部提出要
求，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
幸心理和松劲心态。

看上去疫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给人胜利在望的感觉，但是，反观疫
情传播特点，松懈将是最后胜利的大
敌，此时强调进一步加强戒备，无疑
是明智之举。

医护人员转运病人、进出病房，
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严格按照规定动
作进行防护。毕竟病毒仍在，危险并

没有减少，只是患者少了，心情好了，
开心之时，更当防备悲剧重演。

荆门市的“抗疫”战争，经历了病
毒来势汹汹，荆门鏖战、病毒与救治
对峙，现在该是打歼灭战的时刻了。
但是请切记，扫清残余，更要防备未
死透敌人打来的冷枪。

荆门市仍然在严控局面，马路对
面的超市，仅仅对内蒙古、浙江的医
疗队开放，市民购物，采取的仍然是
代购制。这表明，深受病毒侵害的荆
门市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战略警惕。

曙光已现，救治病患仍然是重
点，另一个防治重点也开始凸显，医
护人员已经疲惫。高负荷战斗，时刻

面对病毒感染，回到房间独居隔离，
时间一久，必然会影响心理健康。内
蒙古医疗队员虽然没有发现异常，但
是心理专家已经提前介入。既然要

“零感染”，那么，在心理防护上，最好
也是“零受伤”。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或者没
人去想。一个多月的“战斗”，必然会
产生出一些经验来，有些规律也不难
把握，至少在防控这个问题上，在疫
情暴发后，我们做的是成功的。

不在疫区，没有正面面对新冠肺
炎病毒的传染力，仅仅靠说教，不一
定会引起警觉，特别是疫情解除地
区，难免有人会认为天下太平了，疫
情马上就会成为历史，放松了心情，
放飞了自我。其实还是很危险的，那
些无症状感染者，你看不出来，如不
发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请谨记：无论你在哪里，现在还
不能大规模聚集，出门必须戴口罩。

警惕病毒放“冷枪”

□本报记者 霍晓庆

这几天，通辽市开鲁县大学生孙
悦顺利办理入职手续，正式开始上班
了。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成为这个
春天最让家人安心的好消息。

从开鲁12333公众号上获取招聘
信息后，孙悦向当地有名的企业牧原
集团公司投递了简历，经过初试、复
试、终试三轮视频面试，她成功应聘到
公司人力资源岗位。

随着各地企业复工生产步入正
轨，为保证企业用工需求，帮助更多人
就业，我区各地纷纷搭建平台，通过网
络招聘会的形式，让有用工需求的企
业和求职者线上对接，在线提交简历，
在线面试，网上签订合同，实现就业创
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同
时，停工不停学，就业技能提升不止
步。各级就业部门引导农牧民工参加
国家和自治区免费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课程，组织各类职业培训机构灵活开
展远程视频培训，对在停工期、恢复期

组织职工参加线上培训的企业，按规
定纳入补贴类培训范围。

兴安盟开展“兴安盟就业大集”系
列网络招聘会活动，从正月初七开始
每天推出一期招聘信息。截至目前，
已推广56家国内沿海地区知名企业用
工信息，提供就业岗位18600个，达成
就业意向1260人。从2月27日开始，
兴安盟分批输送就业人员前往上海艾
郎风电科技进行培训，掌握技能后就
能上岗就业。

包头市在2月15日至4月15日期
间开展“战疫情、保复工、稳就业”主题
网络招聘服务活动，截至2月底，已发
布招聘企业 150多家，提供就业岗位
38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300多人。

赤峰市博雅教育学校周一到周六
每天上午9点至11点准时开展网络直
播授课，内容包括网络安全、云计算、
数据通讯、UI设计课程等。目前，网络

直播授课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颇受
学员们欢迎。

一段时间以来，为应对新的就业
形势，我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自治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关
于加强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农牧
民工管理工作的通知》，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和
相关配套文件，除支持各地开展线上
就业创业服务、组织线上职业培训
外，实施援企稳岗、对吸纳重点群体
就业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等政策，最大限度保障就业稳定。
目前，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正在发挥
作用。

包头市第一时间落实援企稳岗政
策，为 116户企业拨付稳岗返还资金
2717.37万元，惠及职工7.17万人。赤
峰市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失业保险费

政策，预计2020年可为企业减负2100
万元，有效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就
业岗位。

为解决重点人群就业困难问题，
各地还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并加大
对有组织输出劳动力的人力资源机构
补贴力度。赤峰市翁牛特旗就业局积
极与当地街道办对接，开发社区网格
员公益性岗位326个，目前94人已经
上岗，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2人。同
时，全力协调就业扶贫车间复工复产，
确保贫困劳动力大疫当前不减收。通
辽市就业管理局下发《关于向有组织
劳务输出就业贫困人员及机构发放补
贴的通知》，向有组织劳务输出、并与
输入地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
或就业协议、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的贫
困劳动力，每人补贴 2000元；对成功
输出贫困劳动力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每人补贴300元，补贴力度远高于
自治区标准。

与此同时，各地还有序组织农民
工返岗复工，采用专车护送、点对点服
务等方式，确保农牧民工安全返岗。

内蒙古各地打出组合拳全力稳就业
战疫情保六稳

本报呼伦贝尔3月4日电 （记者
李玉琢）3月4日，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郭某某和鄂某某，经自治区新冠肺炎
医疗救治专家组远程会诊，确认达到《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出院
标准，治愈出院。至此，呼伦贝尔市7名
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患者郭某某，女，86岁，莫旗人。2

月5日经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随
即转至呼伦贝尔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呼
伦贝尔市传染病医院进行集中救治，该
患者为我区最高龄危重型确诊患者；患
者鄂某某，男，49岁，莫旗人，2月11日
经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并收入莫
旗人民医院进行集中救治。

出院后，2名患者将继续在定点医
疗机构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呼伦贝尔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清零”

本报通辽3月4日电 （记者 郭
洪申）3月4日，通辽市第5例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据了解，3月3日下午，经过通辽市
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诊认为，该
患者达到出院标准。3月4日上午，经
自治区专家会诊审核，认为该患者符合

出院标准，准予出院。患者出院后继续
隔离并进行医学观察。

该患者 2月 8日确诊为新冠肺炎
（普通型），经过积极治疗，目前无临床
不适，连续2次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2月29日复查胸部CT，提示
肺部炎症明显吸收。

通辽市第5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本报记者 刘向平

2月 25日早晨，窦五玲照常来到
设在村口的第七卡点执勤。她走进集
装箱房，打炭、生火，然后从棉袄兜里
掏出半个馒头，放在火炉子上烤，这是
她今天的早餐。

她说：“我着急来换班，没顾上在
家吃。”

她要换的是丈夫郝志刚的班。正
月初三以来，丈夫每天晚上9点到第二
天早晨9点值班，而她的执勤时间是早
晨9点到晚上9点。一个多月了，两人
的执勤时间不变，一白一晚。

窦五玲是包头市石拐区吉忽伦图
苏木爬榆树嘎查村委会副主任，共产
党员。“从接到命令那刻起，我就一直
在履行着一名党员的使命，义不容
辞。”她说。

“可你又不是村干部，为什么也一
直坚守在这里呢？”记者转身问郝志
刚。

“我也是共产党员呀，在这紧要关
头，我不冲在一线怎么能行。”说着，郝
志刚拍了拍胸脯，“我还是退伍军人，

身体棒着呢。”一夜没睡的他，揉了揉
布满血丝的眼睛，对记者补充道：“或
许，父亲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吧。”

9时50分，记者来到幸福大院6排
4号，只见76岁的郝守忠正坐在沙发
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大爷，您这是写什么呢？”
“我一大早出去排查了 39 户 69

人，回来得整理一下笔记，要不就忘
了。”这是郝守忠老人一个多月以来天
天不变的营生，也是他自认为最“敞
亮”的义举。

采访得知，郝守忠是一名有着50
年党龄的老党员，还是村里有名的“红
火人”。几十年来，村里的所有文艺活
动，都是由他组织发起并亲自参与。
广场舞、扭秧歌、打坐腔，他样样精
通。他创办的文化大院，不仅给当地
村民带来无数乐趣，也使党心民心更
加凝聚。

腊月二十八那天，他从电视新闻

里知道有了疫情，当天晚上，就挨家逐
户上门通知，反复强调不串门、戴口
罩、勤洗手，子女还没回来的，就尽量
别回来过年了。

“毕竟大院里住的全是60岁以上
的老人，他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都低，
子女们一旦从四面八方回来过年，病
菌传染的可能性就很大，现在看来，我
当时的判断是对的。”他得意地说。

在他的感召下，不能回来“参战”
的二女儿郝文枝也通过微信转账，从
外地捐来了2000元钱，专用于大院里
全体老人买菜所需。“虽然我没有固定
收入，但我一点儿也没犹豫，就把这点
私房钱拿出来捐给家乡了。”

“这事儿你丈夫知道吗？”
“知道，没反对，他理解我的心

情。”
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刚参加

工作的郝窦同样从正月初三开始，每
天执勤。下午2时，记者在乌兰此老执

勤点上看到，一名身穿迷彩服、佩戴口
罩的年轻人正在此站立着。尽管此时
没有行人和车辆进出，但他依旧身体
挺直，一动不动。

“你是郝守忠的孙子郝窦吗？怎
么没人进出你也这么笔直地站着？”

“是的，我是军人出身，站就得有
个站样，不能随意了。”

25岁的郝窦是一名退伍军人，也
是共产党员。当记者问到是什么缘由
驱使他这么多天一直坚守在这里时，
他说，“受爷爷和父母的影响吧。”

“是的，看到家人天天都那么辛苦
值守在一线，我作为一名大学生，也不
能袖手旁观，必须尽一份力。”郝守忠
的孙女郝茹玥说。

连日来，郝茹玥自觉当起了疫情
防控监督员，她走村串户，只要看到有
村民三三两两聚集，她就上前劝阻，并
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她因此成了村里
有名的“女汉子”。

看到儿孙们一个个很好地坚守在
各自的阵地，郝守忠老人喜在心上，乐
在眉间，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家风，也
是一种忠诚。”就如他的名字一样—

“郝守忠”。

祖孙三代的坚守

本报呼和浩特3月4日讯 （记者
郑学良）3月4日，经自治区和呼和浩特
市两级新冠肺炎诊治专家组会诊，呼和
浩特市第5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
院。

2月2日该患者就诊于呼和浩特市
蒙医中医医院，2月3日，经专家组确诊

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入住内蒙古自治
区第四医院。经过专家组和医务人员
的积极救治，患者临床症状好转，连续3
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经自
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专家组两级会诊，确
认达到出院标准。该患者将继续留院
隔离医学观察14天。

呼和浩特市第5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治愈出院

问：回家后需要对鞋底消毒吗？
答：不需要，保持清洁即可。飞沫

沉降到地面之后，鞋子就算有可能沾染
到，病毒量也非常少。

问：每次外出回家都需要洗头吗？
答：不需要，保持头发的日常清洁

即可。人感染病毒需要一定的条件。
正常情况下，外出到室外或一般公共场
所头发沾到高浓度且含有活病毒的飞
沫可能性极低。

问：需不需要设置消毒通道？
答：不需要，起不到切断传播途径

的作用。可能使消毒剂经过呼吸吸入，
经皮肤来吸收，对通过人员的健康有潜
在危害，应该避免。

问：空气净化器可以过滤病毒吗？
答：不一定。空气净化器适用于去

除空气中的污染物，其在产品标准里并

没有对病毒或者其他的病原微生物有
杀灭率的要求。

问：出门必须戴手套吗？
答：不一定。减少手与外界直接接

触，并不是必须的，要强调的是，戴手套
并不能取代洗手，无论是否戴手套，都
需经常洗手。

问：空气中有病毒不能开窗通风？
答：不是的。通风环境下一般不会

有新冠病毒，建议每天至少两次开窗通
风。

问：病毒会通过衣物传染给人吗？
答：不会的，几率极低。如果不是

去过特定的场所，如去医院探视过病人
或接触过可疑症状的人，则不需要对衣
服进行专门消毒。

（本报记者 赵娜 整理 来源健
康中国）

新冠肺炎防控“疫”点通

防控知识天天讲

3月4日，在位于呼和浩特
鸿盛工业园区的内蒙古德昇绒
毛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
间，职工正在抓紧生产羊绒
衫。呼和浩特鸿盛工业园区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保
障复工复产，截至目前，该园区
累计摸排企业 241家，共有 100
家企业复工，部分企业开复工
率在85%以上。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于涛 摄

复工复产
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