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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九寒冬到春暖花开

百丈镇

回眸那些“百丈人”并肩战“疫”的日子

2020 年的春节，少了一份往年的喜庆和祥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
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疫情就是集结号，防控就是试金石。百丈镇党员群众无畏艰险，上
下一心，60 多个日日夜夜，他们用担当筑起一道“防疫长城”，用爱心垒起
一座
“平安堡垒”，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迎来春暖花开。
组稿 詹有天 曹贞妮

抓实
疫情防控

给群众服下
“定心丸”

1 月 23 日，浙江省启动疫情防控工
作一级响应，百丈镇党委第一时间动
员、第一时间就位，在党建引领下，镇、
村党员干部主动放弃春节假期，快速拉
开联动防控网，在村社网格化管理基础
上，开展“党员下沉、群防到户”，发动各
级党员干部、村社工作者、志愿者等进
村入企，上门入户，逐一摸排，加强防疫
宣传，将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1 月 25 日下午，作为进入百丈镇境
内的唯一一条主干道 04 省道，沿途各个
村道口搭起了一顶顶红色帐篷，帐篷外
站着三五名“红马甲”，凡是进镇入村人
员，一律检测体温、排查来源，坚决做到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
防控不漏死角。
15 个主要交通筛查点，300 余名值
守人员，这是百丈镇为了防控疫情而设
下的层层防线。
1 月 26 日凌晨 1 点多，风雨交加，这
个夜晚格外得寒冷，百丈镇中心小学校
长曹掌华却出现在百丈高速公路出
口。得知有重点疫区学生家长当天要
返回百丈的消息，曹掌华通过电话再三

叮嘱对方尽量待在家，减少出门。
孩子在余杭读书，父母又在百丈一
家企业上班。担心学生家长不听劝，曹
掌华决定亲自前往高速出口协助劝
导。凌晨 2 点左右，曹掌华在高速口等
到了这家人，并在执勤人员的协助下，
为学生和家长进行体检，确认未发现异
常情况后，按要求安排这家人前往定点
区域进行医学观察。
疫情防控，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
斗。只有彼此理解、相互配合，才能真
正实现
“防控不落空”。
1 月 27 日，一辆私家车缓缓地行驶
在半山村村道上，开启的后备箱中，一
台小音响正广播着《疫情防控须知》。
这是村民吴月珍的车，除了自己参加志
愿者活动外，她还主动贡献出自己的私
家车用作流动宣传，只为能更好地把疫
情防控宣传到户、到人。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小车上支起
小喇叭，村社各处挂起宣传横幅，工作
人员发放防疫版“村规民约”，让防疫宣
传入脑入心。

“独松关”临时党支部坚守阵地

“深夜食堂”温暖一线值守人员
2 月 1 日，百丈镇建立两个临时党
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独松关”临时党支部由 19 名退伍
军人组成。百丈彩坞口管控点、百丈镇
东管控点、坪里卡点……哪里有需要，
他们就往哪里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他们以点滴力量诠释“有召必应、退伍
不褪色”的本色，为防疫工作贡献自己
的力量。
“平天堂”
支部由 40 名红十字会
志愿者组成，负责全镇重要交通路口卡
点，其中 13 名党员组成了“平天堂”
临时
党支部，
全力战
“疫”。
2 月 8 日，正值元宵佳节，疫情防控
让坚守在一线的党员、志愿者们少了和
家人团聚的时光，却收获了满满的感
动。一大早，百丈镇政府就开始为筛查
卡点的执勤人员准备了一份份特别的
礼物。党委书记卜利斌、人大主席姜有
松、镇长宋亮亲手书写寄语，并折成千
纸鹤，和香甜的汤圆一起送到了执勤人
员的手中。纸短情长，却承载着满满的
敬意与祝福。
2 月 12 日，半山村网格员徐复君将
连夜打印出来的小学、初中教学材料，
挨家挨户送到了村里的 20 多位孩子的
手上。为减少疫情传播，百丈镇的网格
员化身“送书员”，通过各班级家长微信
群，收集所需教材，统计人员信息，帮助
分装、派送，将学习材料尽早交到每一
位学生手中，确保孩子们在疫情期间
“停课不停学”。
2 月 15 日，冷空气突然袭来，百丈

小小纸鹤寄托祝福和敬意
山区气温骤降，伴随着 6 级大风和漫天
的雪花。晚上 10 点多，百丈的道路、防
控点的帐篷顶上都积起了近 3 公分厚的
积雪，执勤人员只能裹着大衣，轮流在
帐篷外值守。而在此时，百丈民宿农家
乐协会负责人陈永珠带领着 30 多名会
员业主，为每个防控点送去了刚出锅的
水饺，给大家填填肚、暖暖身。
2 月 5 日，陈永珠发起“防疫情，暖
心情”送爱心餐行动倡议，得到了百丈
民宿农家乐业主们的积极响应。青团、
南瓜饼、蛋挞、小饼干……32 家会员单
位在战“疫”后方搭建起“深夜食堂”，以
所在村社为单位，分区块负责配送，为
百丈镇 16 个防控点 82 位执勤人员每日
配送夜宵。
你们在前方守护我们，我们在后方
支援你们。正是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
为防疫工作带来了强大动力。
2 月 22 日，一封封致战“疫”一线人
员的感谢信从百丈镇政府寄出。
自疫情发生以来，百丈镇社会各界
积极响应号召，志愿者们纷纷参与到疫
情防控中来，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与时
间赛跑，与疫情抗争，用责任、初心和担
当，为全镇人民的生命健康筑起了一道
道安全防线，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贡献。
随着防控举措的有效推进，大多志
愿者已陆续离开志愿岗位返回工作单
位。纸薄情深，百丈镇特意制作了感谢
信寄往志愿者所在的工作单位，以表达
对他们的敬意和感谢。

风雪夜里默默坚守

抓稳
复工复产

为企业注入
“强心剂”

2 月 8 日，由镇党委委员施立强带队
的企业排查管控组马不停蹄地走访了
百丈镇溪口工业园区，为园区企业解读
复工政策。
百丈镇共有 2 个工业园区，规上企
业 14 家，其他小企业 50 多家。自我区
企业有序复工以来，百丈镇企业复工服
务指导组积极与企业对接，帮助企业梳
理员工信息，制作复工人员信息登记
表，摸清人数底数状况，精准建立职工
“一人一档”；向企业宣传扶持政策、帮
助企业上报扶持项目；利用“亲清直通
车”收集问题，对收集的问题分类处理，
实行挂图作战、销号管理，形成解决问
题的工作闭环，切实将服务走在前，让
企业复工抢在先。
2 月 11 日，作为百丈镇首批复工企
以及施工人员的
“杭州健康码”
等信息。
业之一的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
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时，百丈镇提
里响起了生产线的运作声，这也象征着
前考虑到农民私人建房事宜，及时制定
百丈镇的工业经济开始复苏了。
为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 “一张表、一张图、一个群、一机制”，通
过《百丈镇农民私人建房复工表》和《百
百丈镇还专门成立企业复工服务工作
丈镇农民私人建房复工图》，及时有效
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协调解
掌握辖区内 23 户农民私人建房的人员
决防疫物资、对接专列推动员工安全快
信息及复工复产情况，同时组建微信联
速返岗、帮助争取“防疫惠企 28 条”政
系群，与建房业主、工匠第一时间共享
策，以减轻生产经营压力。
疫情管控和复工复产等相关信息，精准
2 月 20 日，百丈镇区域发展办组织
智控，精细帮扶，确保农户切实做好防
民 宿（农 家 乐）各 村 代 表 商 讨 复 工 事
疫举措到位、人员健康安全、复工有序
宜。其间帮助指导民宿（农家乐）业主
开展。
明确防疫物资准备、日常通风消杀、人
3 月 9 日一早，一辆货车停在了余杭
员排查登记、分餐制度规范等要求，确
艺尚小镇红十字会防疫物资仓库门口，
保民宿（农家乐）顺利复工复产。春节
这辆车上装的是来自百丈镇工业园区
前后是民宿（农家乐）行业的经营旺季，
内企业余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捐赠的
然而疫情当前，百丈民宿（农家乐）不计
防疫物资——70 万只一次性防护口罩。
得失，劝退游客，撤销订单，关停经营，
自 2 月 12 日复工以来，余宏卫生用
坚决服从防疫大局。
品有限公司便将保障防疫物资供应视
平凡中见不平凡，在社会各界驰援
为己任。仅用 3 天时间，分别向武汉和
“疫”线时，百丈镇 13 家民宿更是捐赠出
余杭区妇联捐赠总价值 15 万元的 900
100 余个房间，只为以绵薄之力，感谢一
箱近 10 条“安心裤”；随后又在 2 月 19 日
线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
接下来自武汉的 100 万条“安心裤”紧急
2 月 27 日，半山村村民夏小红家的
订单，增派人手，调整设备，加班加点，
自建房重新动工，在百丈镇城建管理办
终于在 25 日当天顺利全数发货，驰援武
公室的工作人员再次上门走访排查时，
汉一线医护人员。3 月初，公司全员到
她向工作人员提供了私人建房复工表

农林大学林业专家实地指导农户春种

百丈镇为民宿业主指导复工
岗，恢复产能，公司再次增设一条一次
性防护口罩生产线，便有了这 70 万只一
次性防护口罩。
大疫面前显担当，经历一个多月的
停工停产，对企业经济发展势必造成一
定影响，但是仍有不少像余宏卫生用品
有限公司一样，在疫情之下始终不忘大
爱之心的企业，他们身虽小却勉励前
行，共同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3 月 10 日，一片三叶青种植林地里，
十多名工人正忙着在地里施肥。与往
年不同，疫情之下的春耕备耕同样是一
场时不我待的“硬仗”。农林大学林下
经济培育技术专家的到访，让百丈镇的
三叶青种植大户许鑫瀚松了一口气，有
了专家的指导，许鑫瀚对林下经济的春
季培育更有信心了。
近年来，三叶青、竹荪、黄精成为了
百丈镇重要的林下经济作物。为了确
保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两手抓”，百丈
镇深入开展“三服务”，依托校地合作，
邀请林业专家下沉帮扶指导，同时积极
发挥政府“调度”功能，梳理辖区闲散劳
动力信息，为农业经营主体搭建用工供
需对接平台，采用错峰互助用工、共享
合作用工等方式，引导、保障春耕期间
防控、生产两不误。

百丈企业“余宏”3 日量产捐赠口罩 70 万只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平天堂山顶上，含苞待放的满山野杜鹃正展露点点艳红，如星火般迎风雀跃，仿佛在呼唤许
久未见的游人。
我们期待疫情早日过去，
一起邂逅这个久违的春天，
去拥抱山花烂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