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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丹 通讯员 李
蓉）固定门诊接种与流动接种点相结合;
利用社区“小喇叭”等线下载体和微信
等线上渠道，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连日来，小店街道积极主动作为、全力
谋划部署，从五方面具体行动，落实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用好成熟经验。制订细化了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制订疫苗接种实
施方案，及时调整疫苗接种工作领导小
组，采取固定门诊接种与流动接种相结
合的方式，组织实施疫苗接种并建立详
细台账，实现应接尽接；做好秋季开学
疫情防控预案，做好省外返并学生健康
申报和返校学生摸底，加强对境外返回
及重点地区返抵人员的隔离管控；在街
道内部严控人员流动，加强单位办公区
防控管理，内部防控抓实抓细。

用好宣传媒介。创新宣教形式，充
分利用 LED电子屏、社区“小喇叭”、公

示栏、《致全体居民的一封信》等和微
信、抖音等，线上线下齐头并进，及时转
发疫情防控、疫苗接种等信息，最大限
度扩大覆盖面，提高群众的防护意识和
能力；通过发布健康提示和医疗指导，
引导居民正确认识和预防疾病、做好个
人防护，避免大型公众聚集活动。

用好各方力量。实行由街道包社
区班子成员、社区“两委”主干、社区分
管疫情工作人员、全科网格员和社区民
警共同负责的“五包一”工作制，明确网
格员为健康责任人，有效守牢第一道防
线；新招录的 118名全科网格员发挥自
身优势，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联系、微信
群通知等方式，第一时间掌握各户居民
的疫苗接种情况，全面加强疫情宣传和
重点人员摸排登记，实现了排查全覆
盖。

用好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和志愿者服务机制，统筹运

用志愿力量、增强志愿助力，形成疫情
防控的强大合力；志愿者在走访排查、
维护秩序等重要项目上齐心发力，号召
广大居民随时关注家人健康状况，主动
劝导、督促不聚会、少出门、戴口罩、勤
洗手、勤通风，强化“守好小家为大家”
意识，筑牢疫情防控的家庭防线。

用好联防联控。小店街道班子成
员、机关各组按照职责，协调配合派出
所、执法、环卫等职能部门，强化对酒
店宾馆、商场超市、集贸市场、建筑工
地、影院网吧等重点场所防控措施的
落实，坚持点线面结合，形成全面详尽
的排查机制，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区
域、重点人群，切实筑牢群防群控、联
防联控的严密防线；切实落实好疫情
防控监督机制，全方位、多角度开展督
导检查工作，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全力
以赴确保疫情防控责任不松懈、不麻
痹。

从“网格员是啥”到“网格员在哪”，
从“我不透露我的信息”到“姑娘，上次不
好意思啊，我告诉你我的信息”，从“这个
问题该找谁”到“我给网格员打个电话问
问”。连日来，面对反电信诈骗宣传、安
全隐患排查、疫情防控等不同任务，晋祠
镇的网格员都会第一时间迅速行动，在
各自负责的网格里，用耐心与坚持，为城
市的精细化管理汇聚起强大的网格力
量，彰显网格员的使命担当。

在初期的入户基础信息采集工作
中，网格员经常被认为是推销员而被拒
之门外，但“拾起眼泪继续向前”，他们依
靠铁脚板、讲方言、聊人情、谈轶事，一个
个敲开了群众的家门，也叩开了群众的

心扉。经过两月余的网格内“行走”，让
群众更多了解到网格员的工作内容，圆
满完成了基础信息的采集，为后续工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数据支撑。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的形势，
发动群众全民防范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
效举措。晋祠镇网格员闻令而动，挂横
幅、贴海报、发资料，动员群众下载“国家
反诈中心”APP，不断营造反诈信息宣传
的浓厚氛围，筑牢基层反诈屏障。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全镇 86
名网格员始终坚守一线，宣传疫苗接
种、配合外来人员核酸检测、张贴各类
防疫通知。面对摸排外省返回人员时
间紧、任务重、困难多的挑战，他们加班

加点不言苦，以实际行动彰显出“网格
内工作、网格内服务、网格内行动、网格
内坚守”的坚实力量，构筑起共抗疫情、
共守家园的坚强堡垒。

“作为一名网格员，我清楚地知道，
这份工作需要熟悉和掌握多个职能部
门的职责，能吃苦还要有耐心。我们从
接到任务起，就开始参慢慢摸索和实
践。大家从开始的不理解到现在的肯
定和认同，这个过程虽然艰难，却让我
们收获满满。现在，群众的满意和信任
就是我们工作的最大动力！”晋祠镇一
社区网格员王媛说。

记 者 毕晶晶
通讯员 杨润德 梁月仙

本报讯（记者 贾尚志）11日消息，鉴于疫
情防控形势，太原古县城要求，路过中高风险地
区的游客，持 48小时内核酸检验阴性证明方可
入城。

太原古县城已开展全方位消毒工作。景区
仍实行免费不免票政策，游客需提前在太原古县
城官方公众号、美团、飞猪平台预约，在入口处
向工作人员提供行程码、健康码，现场体温测试
37.2℃以下，刷本人身份证入城。游玩期间全程
科学佩戴好口罩，保持间隔 1.2米以上有效安全
距离。太原古县城现阶段不接待中高风险区域
人员入城。路过中高风险地区的游客，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验阴性证明方可入城。

另外，晋阳湖大型水上实景《如梦晋阳》演艺
方 9日表示，2021“爱在七夕”水上情歌演唱会停
演，已购票的观众可通过原购票渠道退票。

本报讯（记者 贾尚志）11日消息，鉴于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鹳雀楼、普救寺、五老峰、蒲津
渡遗址、双林寺、镇国寺等景区景点暂停开放。

鹳雀楼旅游集团表示，为坚决防范疫情输
入风险，保障游客健康和安全，鹳雀楼景区、普
救寺景区、五老峰景区、蒲津渡遗址 10日起闭
园，已在网上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
理退票事宜。

平遥古城景区发布通知：为严防新冠肺炎
疫情输入扩散，双林寺、镇国寺 11日起暂时关
闭，已经预购门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申
请全额退票。

此外，老牛湾景区 6日下午 3时起暂停对外
开放，中太行洗耳河景区 6日起闭园，忻州神汤
都温泉乐活园 8日起暂停营业，晋中云泉谷“峡
谷漂流”项目 9日起暂时关闭。

小店街道多措并举同心抗疫

为疫情防控两次推迟婚期

坚守防控一线的90后贾昆
8月7日，老军营小区一居民核酸检测结果为单

靶标阳性，应急响应机制立即启动。“在这次疫情风
险排除中，贾昆往返于各个检测点，调配物资，保障
后勤，是一名‘幕后英雄’，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带头
作用！更让人感动的是，为了疫情防控工作，他已
经两次推迟婚期……”8月11日，老军营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彭熠玮如是说。贾昆，1994年出生，硕士研
究生，虽是一介书生，但面对重担，勇于承担，让人
对90后这个“特立独行”的群体刮目相看。

8月 11日，见到贾昆时，他
的两条胳膊上还有浅浅的红
疙瘩痕迹，这是 8 月 7 日曝晒
一天的“成果”。

8月 7日早上 6点多，原打
算去单位加班的贾昆，看到工
作群的紧急通知后，率先返回
工作岗位。街道工作人员中，
男同志较少，贾昆便更多地承
担了“苦力活”。当天，他的第
一个任务是设置临时核酸取样
检测点。在同事们的共同帮助
下，大家将街道会议室的桌子
搬运到各个检测点。桌子不够
用了，经街道协调，太原市第三
实验小学提供了上百张桌子。
贾昆和回收二手家具的师傅用
三轮车将桌子运到各个检测
点。

刚刚布好点，医务人员已
乘车进入小区。贾昆引导医务
人员前往各个核酸取样检测

点，并提供相应的物资准备。
骑着电动车，在 40分钟内，他
有序地引导医务人员到位，保
证了当天上午 9点核酸检测准
时开始。有的检测点居民较
多，试管眼看不够用了，贾昆前
往其他检测点调配，保障了取
样工作正常开展。

由于时间仓促，社区工作
人员除了口罩，再没有其他防
护用品。贾昆赶紧去库房找
出手部消毒剂，又备好大量消
毒水，供现场消杀。

当天天气炎热，医务人员
汗水直流。贾昆和同事奔波于
小区各小卖部、超市，买来矿泉
水分配到各个检测点。眼看到
了中午，贾昆订了外卖，第一批
盒饭先保障医务人员和滞留人
员，随后再保障街道和社区一
线工作人员。等到他吃午饭，
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为方便调配物资，贾昆骑着电动
车来回奔波，电动车没电了，他又扫
了一辆共享单车。但在匆忙运送物
资中，他忘了锁车，共享单车被人骑
走了，他索性凭借脚力，在各个核酸
检测点之间来回奔跑。

帮助社区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安抚
居民情绪，给滞留人员送水送餐……提
及这些细节，贾昆连连摆手：“我做的
这些算啥呢？那天让人感动的事情
太多了。医务人员穿着厚厚的防护
服工作了十几个小时，街道和社区工
作人员走家入户，每个人一天都跑了
几万步。一位退休的疾控系统老干

部，自费购买矿泉水送来……”
早晨出发时，贾昆遵守工作纪

律，没有给家人透露更多信息，只说
单位有工作安排。当家人从网上得
知消息，关心地给他打了十几个电
话，都被正在忙碌的贾昆挂掉。趁喘
口气的工夫，他才跟家人报了平安，
并嘱咐他们要相信政府，不要听信传
言。

8月 8日凌晨，小区解封后，相关
工作人员撤出小区，贾昆又和同事、
保安将桌椅等物资一一整理回收。
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两点多。

其实，如果不是几次突
发的疫情，贾昆早已在众人
的祝福中，走入婚姻殿堂。

贾昆是山西大学情报学
专业研究生，去年通过人才
引进到了老军营街办，一直
从事办公室宣传等工作。到
基层工作后，他最大的感受
就是这份工作接地气，特别
锻炼人。贾昆原定于今年 1
月举办婚礼，但 1 月国内突
发疫情。忙于基层防控，坚
决响应国家“喜事缓办”号
召，贾昆将婚礼日期改到了
今年 9月。但近期国内疫情
形势严峻，贾昆坚守疫情防
控一线，再次推迟了婚礼的
举办。

因为疫情防控两次推迟
婚期，对未婚妻，贾昆内心是
有歉疚的。但他明白，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每到紧急时
刻，应该义无反顾地冲在一
线。为了打消两家人的顾
虑，他还做起了长辈们的思
想工作：“疫情形势严峻，我
们不聚集就是对疫情防控最
大的支持。我是一名共产党
员，更应该以身作则！”

“待到疫情散去，我必许
你一个郑重的婚礼。”贾昆
说，这一天，并不远。

记者 侯慧琴
通讯员 兰杰 文/摄

幕后“英雄”

推迟婚期

贾昆正在为一线工作人员搬运矿泉水

晋源区晋祠镇：

汇聚网格力量 彰显使命担当

太原古县城
防控有要求

鹳雀楼
双林寺等景区
暂停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