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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少，全部归队！
聊城88名出征湖北医疗队员全部凯旋

“老人家您身体还好吗？您
现在的过得怎么样？现在疫情还
未结束，您一定要主要身体，做
好防护。”在营坊村群众宋长香
老人家中，茌平区委副书记王丽

慧热心询问了老人现在的身体
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医疗保障
等情况，亲切与老人拉家常，鼓
励老人一定要树立信心，在帮扶
政策的扶持下一定能过上更好

的生活。王丽慧同志的亲切到访
使贫困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深情关怀，加深了党员干部
与贫困群众彼此之间的感情，建
起了一座亲情帮扶的沟通桥梁。

茌平区信发街道：党员干部和贫困群众建起亲情帮扶的沟通桥梁

4月3日上午，茌平区信发
街道办事处主任庞顺汉同志看
望孙庄村贫困户。他要求随行的
干部们要主动关心贫困户的生
活，保障贫困户安全度过疫情防

控时期，将群众的冷暖放心上。
临行前，他不忘嘱咐贫困户要养
成良好的家庭卫生习惯，平时多
通风、勤洗手、出门不要忘记戴
口罩，有需要帮助的事情可以随

时找他，他会尽力帮忙。冬去春
来，温情相伴，通过对帮扶工作
的持续深入，将帮扶干部与贫困
户的距离拉得更近，建立了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情谊。

茌平区信发街道：对贫困群众的帮扶工作持续深入

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
官战，张寨镇抓实基层党建不
放松，通过抓学习、强组织、带
队伍，持续推进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落地见效。

思想引领助脱贫。该镇组
织90个镇村党支部通过召开党
员会、“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灯塔-党建在线”APP、微信群
等方式，组织广大党员群众，认
真学习，切实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
推动工作、高效脱贫的“加速
器”。

夯实组织助脱贫。围绕推
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不
断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发挥村党支部书记“头雁效
应”。对全镇6个软弱涣散村庄，
由科级干部带队扎实开展结对
帮扶、整改提升活动，通过抓班
子带队伍、抓产业促增收、抓实

事改民生等多点发力，不断提
升村级脱贫整体水平。

带好队伍助脱贫。全面实
施镇、管区、村庄三级书记遍访
贫困户行动，建立台账，对发现
的问题，督促限时整改到位。坚
持在脱贫攻坚一线提选任干
部，锻造一支能认真负责、勇于
担当、乐于奉献的干部队伍，不
断提升脱贫攻坚凝聚力和战斗
力。 (卜祥元)

莘县张寨镇党建引领促脱贫

4月3日，信发街道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会议
就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做出了
下一步工作的安排和部署。

要求全体扶贫帮扶责任人一
定要关注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
政策。做好贫困户的室内卫生清
洁，提升贫困户家庭的整体生活环

境。扎实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持续做好村庄清洁绿化，胡同硬
化、坑塘和宅场荒的治理。对有劳
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贫困户要
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到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队伍中，并为其创造公益岗
位就业机会，实现贫困户稳定就业
增加其家庭收入。

茌平区信发街道召开脱贫攻坚专题会议

为打赢脱贫攻坚总决战，莘县
莘亭街道抽调40名科级干部和社
区业务骨干组成遍访工作组，以社
区为单位开展“推磨式”集中遍访
活动。

严把经济收入底线。遍访组逐
户检查时仔细询问收入来源，对于
收入刚过脱贫线，存在返贫风险
的，做好统计上报，办事处及时制
定帮扶措施。

严查“两不愁、三保障”落实。脱
贫攻坚只有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群众
才能安居乐业，生活更有盼头，干活

更有劲头。遍访组要仔细观察“两不
愁、三保障”是否落实到位。

严格制定问题清单。对于遍访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诸如惠民政策
是否落实、环境卫生是否清洁等，
制定一张问题清单，在“双提升”基
础上再提高。

严厉处罚“蜻蜓点水”式帮扶。
对于遍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安
排专人整改，尽快实现问题清零见
底。对于工作漂浮、不务实、不深入
的现象要严查到底，由办事处纪工
委启动追责机制，确保帮扶干部真
情服务贫困户。 (亢慧芳)

莘县莘亭：严字当头，升华一线服务

近日，莘县莘亭街道通过
“三个一”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县
脱贫攻坚百日会战会议精神，
进一步提高站位，落实责任，强
化担当。

明确责任，一把尺子量到
底。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莘
亭街道做到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
齐头并进。工作标准再提高、责任
意识再加强、业务培训更细化、解

决问题更及时、一把尺子量到底，
坚决杜绝等、靠、推的懒惰思想，
要做到时时刻刻想着贫困户。

逐户排查，一张清单管到
底。每个社区扶贫主任，带领一
名业务骨干，逐个村庄逐户见
面，开展一次大规模走访排查。
就贫困户家庭信息，经济收入，
住房安全，用电安全，用水安全
等基本情况及低保户、五保户、

残疾人补贴、高领补贴、教育助
学金、雨露计划等政策落实情
况，制定一张问题清单。

立即整改，一线服务实到
底。就落实的问题清单，各社
区，各村庄要安排专人立即整
改，逐一销号处理，要以达到脱
贫不反弹，脱贫效果得到巩固
为标准，带着感情做实贫困群
众的服务工作。 (亢慧芳)

“三个一”重落实，脱贫攻坚在行动

茌平区胡屯镇：让每一个贫困孩子都能上好学

在茌平区胡屯镇河西刘
村，帮扶责任人李焕成正在给贫
困生刘焕静检查作业。刘焕静家
是村里的贫困户，父亲刘学东肢
体二级残疾，还在服刑期，母亲
王桂芹精神二级残疾，家里主要

是靠76岁的奶奶支撑。近年来，
随着各项扶贫政策都落实到位，
去年帮扶责任人李焕成又帮助
申请办理了每个月930元的孤儿
救助，家里生活逐渐有了好转。

2020年是扶贫收官之年，广

大基层党员干部在“让所有人都
富起来”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这
条路上不会让一个人掉队，也会
让每一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这也是党和政府最直接、最有
效、最温暖的扶贫政策。

“我年龄大了，干不动活，小刘帮
我打扫的家挺干净，真是共产党的好干
部。”前关庄村贫困户关春申逢人便说。
莘亭街道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69户，
其中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占大多数，打
扫卫生对于他们而言，有点儿困难。

近日，莘亭街道深入开展了“清
洁家园，爱心献给贫困户”活动。在
此次活动中，各帮扶责任人行动迅
速，勤劳实干，不怕脏、不怕累，或铁
锨在手、或扫帚在握、背起药壶、扛
起梯子，贫困户的院里屋内，床上床

下，门窗玻璃一应让它窗明几净、旧
貌换新颜，并消毒到位做好防护。

卫生清理完毕后，帮扶责任人
又给贫困户认真细致地讲解了相
关惠民政策，同时询问贫困群众生
产生活中是否有其他困难，能现场
解决的现场解决处理，不能解决及
时上报处理，达到贫困户满意。

此次活动的开展，旨在帮助个别
困难群众养成讲究卫生的好习惯，同
时也增强帮扶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共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亢慧芳)

莘县莘亭：清洁家园，爱心献给贫困户

茌平区信发街道：村里盼来了好“亲戚”
近日，茌平区委副书记王丽慧

同志来到光明社区徐王村和滨河
社区营坊村亲切看望了这里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走访过程中王丽
慧还嘱咐随行的帮扶干部要针对
每个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
可行的帮扶措施，落实好贫困户的
帮扶政策，注重对贫困户的就业政

策扶持，同时要竭力帮助贫困残疾
人家庭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好贫困
残疾人的帮扶政策和各项健康扶
贫政策，真正将扶贫工作放在心
上。王丽慧的亲切到访让贫困群众
记住了这位坚守党员初心，体恤民
情冷暖的好“亲戚”。

(吴汉)

请战，请战，再请战

这是一支有大爱、有大情怀的队伍，他
们用爱为生命护航。

从“90后”到“70后”，从医生到护士，纷
纷签下“请战书”。一句句“请战！请战！请
战！”，一个个鲜红的手印诠释着“若有战、
召必回、战必胜”的慷慨激昂，“不计报酬，
无论生死”，这是他们写在请战书上的话。
时隔两个多月，英雄们出征的情景仍然历
历在目，他们把汗水留在了武汉、留在了黄
冈，把光荣和胜利带回了聊城。

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护士李春
江，今年23岁，是聊城出征湖北医护人员中
最年轻的一位。“我是学医的，趁着年轻，一
定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祖国做点事情，
到了湖北不管分配给我什么工作，我都会
努力干，有的体力活我可以一个人当两个
人使！现在正是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会
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李
春江在请战书上的话语质朴却铿锵有力。

聊城市人民医院在接到省卫健委下发
的组建赴湖北医疗队的通知后，各科室职
工纷纷主动请缨，写下一封封请战书；向湖
北再出发！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先后派出
四批医护人员出征湖北；“选中是我的幸
运”，驰援湖北，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收到
三百多份请战书……一封封请战书的背
后，是他们身为医者的责任、担当与奉献。

出征，出征，再出征

这是一支精锐之师，时刻保持冲锋陷
阵的战斗姿态。

2020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聊城
派出首批9名医疗队员驰援湖北；2020年1
月28日，聊城派出4名医疗队员支援湖北；

2020年2月4日，聊城派出5名医疗队员支援
湖北；2020年2月9日，聊城派出24名医疗队
员支援湖北；2020年2月11日，聊城派出9名
医疗队员支援湖北；2020年2月15日，聊城派
出2名疾控系统工作人员支援湖北；2020年2
月20日，聊城派出35名医疗队员支援湖北。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自愿报名，不

计报酬，无论生死！”88位医护人员勇敢出
征，驰援湖北。他们冲锋在疫情最前线。与
时间赛跑，与疫魔争夺生命。

“病毒不退，我们不退！”他们是凡人，
亦是英雄，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聊城市东昌府人民医院护师姚飞剃发表决
心，“疫情不除，头发不留”，身为“90后”的

姚飞剃成光头进入方舱医院参与救治工
作。

88名队员在前线与疫情搏斗，不畏艰
险、舍小家顾大家，抱着“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的坚定信心奔赴前线，是仁
心仁爱、大爱无疆精神的真实体现。

凯旋，凯旋，再凯旋

他们承载着聊城640万人民的期许，他
们是聊城的骄傲，是聊城的英雄！

“挽救一名患者，就是挽救一个家；无
数个家就是一座城；一座座城代表了一个
国！如果不来，我会后悔一辈子……”刘清
岳是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他奋战在湖北省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
心，参与救治危重患者。

“他要是我儿子该多好，感谢山东人
民，感谢聊城人民。”湖北一位患病老人留
着眼泪感谢聊城市人民医院护师田龙营。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聊城88位
医护人员义无反顾逆流而上。他们用血肉
之躯筑起铁壁铜墙，在万家团圆的夜晚，他
们来不及与家中亲人道别，在黎明破晓的
清晨，毅然转身，奔赴与病毒抗争的最前
沿。他们不负重托，书写了一个个生命奇
迹。特别是聊城医疗队员援助武汉汉阳方
舱医院时，完成了“零死亡、零感染、零返
舱、零事故、零投诉”的工作目标！

去时风霜雨雪，归来春暖花开，一座城
在盼英雄们凯旋。2020年4月1日上午，聊城
首批24名医护人员返回聊城；2020年4月5
日，聊城再迎20名白衣战士回家；2020年4
月12日，聊城又迎来两名2名白衣女战士，
她们已经离家58天；2020年4月14日，聊城
终于迎来最后一批出征湖北的42名医护人
员。聊城以最高礼遇迎接88名白衣战士回
家，向他们致敬。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尚磊

去时无畏，归来无恙，别时寒冬，归时春风。4月14日上午，聊城再迎接42名白衣
战士回家。至此，聊城出征湖北的88名医护人员全部凯旋。他们以英雄之姿驰援英雄
之城，他们用聊城人的担当在湖北为国而战，他们用无私的爱，呵护生命之花。

姚飞出征湖北剃光头表决心，市民向最美逆行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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