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区从1月28日开始，先后派出包括医
护人员、疾控工作人员等在内的800多名工作人员驰援湖北。
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带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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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段科

“张主任，我没事儿，咱们6点去再
就业市场指导他们消杀，只要能阻断病
毒传播，我就得上。”

“张主任，我是苗青的爱人，他身体
不舒服需要请假，但他就是不肯，我替
他请个假好吗？”

鼠疫，新冠肺炎，连续3个多月的两
场奋战，把抗疫“老兵”苗青彻底累垮了。

“哎，我感到非常内疚。‘苗叔'特别
辛苦……”张震哽咽地说，“前段时间我
发现他上下车动作僵硬、表情痛苦，很
不对劲，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他说
是老腰伤犯了，忍一忍就行。没想到，
他都这样了，还在坚持工作。”

3月1日下午，张震眼里的“苗叔”
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梗住进了包钢医
院重症监护室。

张震和苗青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疾
控中心的同事，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职
务。张震34岁，苗青56岁。虽然是上下级
关系，但平日里张震都称呼苗青为“苗叔”。

“之所以这么称呼，不仅是因为他年长，最主
要的他是我们全体同事的榜样。”张震说。

去年11月以来，白云鄂博辖区出现了

鼠疫，苗青冒着严寒，连续一个半月奔赴在
一线工作。他检索自毙鼠，投放鼠药，每天
在白雪覆盖的草原上，步行8公里。

鼠疫防控刚结束，新冠肺炎接踵而
来，苗青每天背着30斤重的消毒桶，走
街串巷，到处喷洒。

苗青的老搭档、疾控一科工作人员
王乾介绍说，30年来，无论是布病、鼠
疫的防治与干预，还是慢性病的防控；
无论是十七年前的非典疫情，还是今年

的新冠肺炎，苗主任一次都没落下。“我
们俩干这个活儿，忙起来没白天没黑夜
没周末。就算没有疫情发生，平时的捕
鼠、鼠疫预防等工作也特别忙，但他从
来都是身先士卒，不嫌苦，不喊累。”

作为白云鄂博矿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消杀组组长，苗青每天负责对公
路、火车站等监测点、非医疗机构集中
医学观察场所进行消毒；作为专家，他
还负责对各个病毒易传播点进行消毒
指导；作为领导，他还得带头值夜班。

“凡事他都是脚踏实地去做，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
度默默无闻地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苗
叔太不容易了。”张震说。

这几天，同事在等待，群众在期盼，
大家都在等“苗叔”早点儿回来。

苗叔，你早点儿回来！

要闻简报
本报呼伦贝尔3月7日电 额尔

古纳边境管理大队组织所属11个党支
部同时开展“初心永恒 大爱无疆”主
题党日活动，全体民警采取交现金、微
信转账方式为疫区募捐人民币 24900
元。 （石昌廷）

本报呼和浩特3月7日讯 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玉泉区交警大队民警
全员在岗，主要领导在防控一线安排
部署、管控责任全部落实到人，配合做
好入城卡口 24 小时排查管控的同时，
保障复产复工后辖区道路交通有序畅
通。 （胥祖合）

本报乌兰察布3月7日电 连日
来，察右后旗供电分局广大党员自发
缴纳特殊党费开始，已有 60 名党员主
动联系组织部门自发缴纳特殊党费，
总计12000元。目前，已按规定登记接纳
这些特殊党费，并将按程序缴纳至旗
组织部的特殊党费专用账户。

（杜海峰 王烨）
本报鄂尔多斯3月7日电 连日

来，杭锦旗公安分局对照国家和自治
区出台的企业复工政策标准，对辖区
复产复工企业和商户逐一进行摸排走
访，外来流动人员全部实行身份核查、
台账管理，保障有序返岗复工后无疫
情流入。 （寇小青）

本报呼和浩特3月7日讯 近日，
呼和浩特乘警支队对值乘的8个高铁、
6个动车、19对普速列车开展消防专项
检查。乘警对高铁、动车组列车餐吧
配备的冰箱、微波炉等各类餐饮电器
设备，车内消防报警装置、灭火器等是
否按规定配置，是否状态良好进行了
全面检查，全力做好列车消防工作。

（李伟峰）
本报乌兰察布3月7日电 日前，

乌兰察布电业局化德供电分局组织共
产党员、团员服务队对复工生产企业
逐一走访，了解企业节后复工计划和
近期用电需求，以优质的供电服务确
保企业节后复工安全可靠用电，为企
业安全恢复生产保驾护航。（马国杰）

抗疫英雄赞

■上接第1版 草原巾帼脱贫行动持
续加强新型职业女农牧民和农牧民妇
女网络教育培训。“金融支持妇女发展
行动计划”累计发放贷款61.96亿元，
帮助一大批妇女实现创业梦想。

全区广大妇女还积极参与到乡村
振兴巾帼行动中，踊跃参与“美丽家
园”建设和绿色家庭创建，开展“亲子
环保”“美家美户”评选等活动，养成低
碳环保的生活习惯，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作贡献、有作为。

关爱服务保障妇女民生
发生在 2020年伊始的新冠肺炎

疫情，将人们隔离在家里，但不能隔离
娘家人的关怀。

全区各级妇联第一时间行动起
来，慰问一线医护人员及其家属，深入
社区、嘎查一线防控点送消毒液、体温
枪、口罩、奶食品等防护器具和生活应
急必需品。

盟市及以上妇联12338妇女维权
服务热线改为24小时全天候接听服
务，开展线上心理健康志愿服务，构筑
心理防“疫”网。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妇女群众
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是党的群众
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年来，我区强化源头维权，持续
开展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工作，从
法律源头上保障妇女儿童权益。自治
区妇联与自治区检察院建立制度化、
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合作开展女童
保护等工作。促进个案维权，启动实
施38个“蒲公英”妇女儿童服务项目，
直接受益群众15万人，受益家庭7500
余个；办理中彩金妇女法律援助案件
228 件；充分发挥 12338 妇女维权热
线、基层妇女维权站点作用，为妇女提
供维权和心理咨询服务；及时协调解
决妇女群众信访事项，全区旗县以上
妇联共接待群众信访事项1676件，妇
女儿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还有常态化开展的志愿服务、“送温
暖、三下乡”活动；母亲水窖、母亲邮包、腾
飞计划、春蕾计划等公益项目向贫困地区
和贫困妇女儿童倾斜；帮扶救助“两癌”患
病农村贫困母亲……一件件民生实事，
稳稳托起广大妇女儿童的幸福感。

凝聚巾帼力量 展现时代风采

本报3月7日讯 （记者 霍晓庆）
“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妇
联党组书记、主席胡达古拉同志就充分
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
特作用，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贡献半边天力量等情况回答了记者提
问。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治
区妇联在广泛动员广大基层妇女群众和
家庭参与疫情防控方面做了哪些部署？

胡达古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自治区妇联及时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自治
区党委、全国妇联的安排部署，统筹指导
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动员广大基层妇女群
众和家庭筑牢抗疫防线，加强对一线医
务人员及家庭关心关爱，在同级党组织
领导下做好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

记者：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在宣传发
动妇女群众做好联防联控、群防群治过
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

胡达古拉：一是积极响应，广泛动
员。我们充分发挥“北疆女声”微信公众
号和各级妇联组织新媒体圈群作用，组
成新媒体矩阵，通过编发蒙汉双语图文
信息、制作抖音短视频、编快板、好来宝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及时宣传党中
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疫情防控决策部

署，宣传全国妇联的要求，特别是对妇女
儿童防护工作提出的要求，第一时间把
疫情防控的信息传递到基层妇女群众和
家庭当中。同时，利用新媒体面向广大妇
女群众普及防疫知识，宣传抗疫一线先进
事迹，提供亲情陪伴、家庭教育、宅家学技
等服务类信息，发挥安抚情绪、充实假期
生活的作用。截至目前，累计编发相关信
息1000多条。在开展各类宣传过程中，
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始终，确保疫情防
控期间宣传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自治区
妇联第一时间启动12338妇女维权热线
电话，并24小时全天候开展疫情防控、
心理疏导等相关服务。一个多月来，全
区各级妇联12338热线共接听411件，
占去年全年接线量的85%。

三是发挥“联”字优势，全区各级妇
联积极发动基层妇联执委、三八红旗手、
最美家庭、女企业家、巾帼志愿者，广泛
联系动员身边妇女群众，带动家庭成员，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切实为疫情防控作贡献。由包头市
白云鄂博区妇联兼职副主席葛·娜仁托
雅作词的抗疫MV作品《拉紧祖国妈妈
的手》，由新华社在客户端向全国推出，
点击量现已超过126万。“全国最美家
庭”、乌兰察布市巴音玛给社区执勤人员
准备饭菜，温暖了一线执勤人员的心。

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全国最美家庭”
王献峰，疫情发生后与家人捐款捐物，参
与志愿宣传、慰问。截至目前，自治区女
企家捐款捐物合计2890.53万元，其中
直接捐给湖北一线物资折合158.77万
元。广大巾帼志愿者更是直接坚守在社
区、卡点的第一线，开展入户排查，参与
社区体温检测，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进行
政策解答等工作，提高了群众的自我防
护意识，增强群众战胜疫情的信念信心。

四是基层妇联党员干部带头，积极参
与联防联控。各级妇联纷纷组织党员第
一时间进社区报到，深入基层防控一线，
与社区党组织共同开展抗击疫情工作。
基层妇联组织分别制定疫情防控期间信
访接待工作应急预案，畅通咨询、维权渠
道，及时回应妇女诉求，及时了解、关注、掌
握妇女和家庭反映情况，做好群众情绪安
抚、心理疏导等工作。有些基层妇联的党
员干部主动请缨加入了疫情防控工作突
击队，与妇联专、兼职干部及巾帼志愿者、
爱心协会等团体会员共同深入社区、火车
站等防控一线，参加信息登记、入户宣传、
电话家访、张贴宣传画、喷洒发放消毒液
等工作，为筑牢疫情防控网加油助力。

记者：自治区妇联在为关心关爱一
线女医务人员做了哪些工作？

胡达古拉：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

力量，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关
心、爱护”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动员全区各
级妇联干部、女企业家、巾帼志愿者等，积
极关心服务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及
其家庭，有针对性地为她们解决实际困
难。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妇联每周为
呼和浩特援鄂医务人员家庭送去蔬菜等
生活物资。经多方协调，联系购置口罩第
一时间捐赠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补充
了一线医务人员急需。特别注重加大对
一线医务人员宣传力度，先后与自治区妇
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内蒙古日报
社、自治区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开展一线医
务人员先进典型的宣传。制作庆祝“三
八”国际女节“草原巾帼心向党、致敬最美
奋斗者”专题宣传片，开展对一线女医务
人员的宣传。“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我
们筹集物资，为全区驰援湖北的849名女
医务人员、工作人员及男医务人员家属送
出“三八”礼包，同时全面摸清抗疫一线人
员家庭需求，正在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照
护、心理疏导等服务。各盟市妇联积极行
动起来，慰问一线医务人员，为援鄂医务
人员家庭送关爱、送暖心蔬菜等物品，深
入社区、嘎查村一线防控点发放防护用具
和生活应急必需品，开展义务理发、线上
心理健康咨询等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为
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送上党和政府的
关怀和温暖。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三十六次新闻发布
就全区发挥妇女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作用情况答记者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