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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疫疫””中他们勇往直前中他们勇往直前
——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全力参与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全力参与““两战两战””纪实纪实

春节的喜庆，假期的闲适，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
是一级响应，人们莫名紧张起来，仿佛战争来临。是的，这就是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也是一场化危为机的发展总体战。

“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这是省市委在疫情防控新阶段下达的“命令”。令下如
山。社会就像一台庞大的机器开始快速运转起来。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委员也全力以赴
投入“两战”中，不惧风险，勇往直前，为取得这场战“疫”的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党政有所呼、政协有所应，党
政有所需、政协有所为。

正月初三，市政协主席杨戌标
在市委常委会专题会议和常委会

（扩大） 会议后，要求全市各级政
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全体机关
工作人员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正月初四，市政协党组书记徐
宇宁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要求政协
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为有序有力有效打赢疫情防控
战贡献力量。

紧接着，分别面向政协委员和
机关党员干部的两封倡议书相继发
出。“全体政协委员要同舟共济打赢这
场疫情阻击战”“机关党员干部要在疫

情防控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政

协委员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是社
会各界的精英人士，在相关群体中
具有一定威望。发动委员，激励委
员，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既是对委
员责任心的鞭策，也是对委员影响

力的信任。政协机关党员干部，是广
大机关干部中的一分子，理应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冲在“一线”，为
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尽责出力。

正月初五，市政协成立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指导政协系统
参与全市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发展总体
战。杨戌标、徐宇宁两位市政协主要领
导还在重要时间节点三次深入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一线”，与政协委员和
机关干部一起，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组织保障有力量

委员有担当，政协有力量。战
“疫”路上，政协委员一直在行动。

疫情袭来时，有的委员加快生
产防疫用品和农副产品，全力保供
应。如市政协委员、永新光学总经
理毛磊自大年初一开始，先后把两
批实验用显微镜发往湖北武汉等地
支援防疫工作；省政协委员、象山
县畜牧兽医总站站长陈淑芳则帮助
农户销售畜禽产品，既解决农户销
路问题，又有效保障了疫情下的畜
禽产品市场供应。有的委员坚守岗
位组织防疫工作，全力保打赢。如
市政协委员、市级医疗专家组成员
李惠利医院董海波参与确诊宁波市
首例病例，制定救治方案；市政协
委员、市疾控中心董红军奋战防疫

一线，组织成立应急指挥部，指导
流行病学调研，开展接触人员排
摸，制定隔离观察措施。有的委员
千方百计筹措善款和物 资 ， 全 力
献爱心。如省政协委员、宁波金
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楼璋亮以公
司名义捐款 1000 万元，市政协委
员 、 赛 尔 集 团 徐 平 炬 设 立 666 万
元公益基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

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在防控不
放松的同时加快企业复工复产被提
上议事日程，政协委员又一次冲在

前面。市政协委员、宁波康赛妮有
限公司董事长薛惊理克服困难，周
密部署，积极复工复产。市政协委
员、江北区民营个体协会秘书长徐
波以“徐波委员工作室”为平台，
联合市场监管局和工作室 6 家金融
成员单位提高融资额度、降低融资
利率、优化融资服务，缓解小微企
业资金困境，助力复工复产。市政
协委员、市劳动监察支队冯国铭尽
心尽责，通过高铁专列接安徽阜阳
598 名工人回宁波工作，为缓解疫
情下企业缺人的燃眉之急尽力。

在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发展
总体战中，政协委员没有忘记“建
言献策”这一本职工作，通过各种
渠道贡献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委员
曹云向省政协报送了 《关于尽快
出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小企业
专门扶持政策的建议》，经省政协
转 报 ， 部 分 建 议 得 到 省 政 府 采
纳。市政协委员吴愉萍就农产品
销售流通、农业复工复产提出建
议；市政协委员励佩珍针对基层
防控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提出
尽快做到防疫与经济一起抓和加
快开通金融绿色通道的建议；市
政协委员朱斐坚守岗位整理防疫处
方，及时提出口罩处理和中医药防
治的建议⋯⋯

■政协委员勇担当

面对疫情，区县 （市） 政协迅
速行动，踊跃参与，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和发展总体战助力。

“县里有效防控有序复工的 9
条措施落实得怎么样？复工复产有
没有遇到什么困难？”2 月 11 日，宁
海县政协主要负责人在宁波科瑞特
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调研时详细询
问。半个多月来，她脚步不停连续走
访调研了 10 余家企业。其他县政协
负责人也带队到联系乡镇（街道）走
访调研，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与宁海一样，各区县（市）政协
班子成员在疫情面前身先士卒，率
先垂范，勇当战“疫”路上先行者。

鄞州、慈溪等地政协从疫情下
的实际情况出发，举行了网络版的

“请你来协商”活动，组织政协委
员为企业复工复产踊跃献计献策。
针对“复工未复产、配套跟不上、员

工来不了、物流跟不上”等亟待解
决的具体问题，政协委员们纷纷发
表意见，提出建议。有些律师委员
及时解答了其他委员在交流过程
中咨询的工资支付等法律问题。

“ 委 员 们 要 切 实 提 高 政 治 站
位、广泛凝聚各界力量、积极助力
疫情防控，通过不同方式、不同途

径献力献策，以实际行动和人民群
众战斗在一起。”疫情发生初期，
余姚市政协就向全市政协委员发出
公开信。委员们纷纷行动起来，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千方百计筹措
疫情防控物资，送往战“疫”一
线。有的文化界委员还创作诗朗诵

《党旗在飘扬，余姚在行动》，为疫
情防控加油鼓劲。

海曙、江北、镇海、北仑、象
山等地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也奋斗
在战“疫”前线。

■区县（市）政协在行动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人人都
是参与者！

2 月 4 日 23 时，市政协机关党
委接到市委关于选派市级机关 50%
同志到社区一线帮助工作的通知
后，立即通知各支部进行招募，首
批 46 人的机关志愿者队伍当晚迅
速组成，并于第二天集结、上岗。
很快，市政协机关一线战“疫”临
时党支部成立，制定“市政协机关
党员干部职工执行战‘疫’任务工
作制度”（日报制度、沟通制度、
督查制度、信息报送制度、评价制
度），之后市政协机关党委又多次
安排机关干部下沉一线，真正实现
了全员参与。

这支来自市级机关的队伍被安
排到鄞州区潘火街道 15 个社区和
复工办，充实街道社区防控力量，
增强一线战斗力。他们有的守在社
区的防疫管控点询问登记外来人
员、指导居民办理“出入证”、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有的冒着风雨、
戴着已经湿透的口罩，将粮油、口罩
等物资送进一家家隔离户；有的遇
到不明事理的居民违反隔离规定，
据理力争，协助社区处理类似“突发
事件”；有的守在电话机前，从白天
到黑夜，不间断地为企业破解复工
难题；有的将自己的工作感受和意
见建议反映到工作群里，希望能够
促进基层抗疫工作的改进⋯⋯

一开始，志愿者工作并不是一
帆风顺，在一些居民眼中也并不

“可爱”。分到星苑社区协助防控的
志愿者，一到那就陷入了一个难题
中。这个社区是开放式的，小区北
面只有半米高的灌木丛，东面是一

个快递中转点，西面有个蔬菜配送
点在营业，还有一个分属三家物业
的天茂公寓，细数出入口子足足达
八个，想要封闭式防控根本不可
能。

怎么办？来自专门协商机构的
同志马上想到了政协的利器“协
商”，即时和街道、社区的负责人
取得联系，先充分了解社区情况的
特殊性和防疫工作的困难，再一起
商量对策，共同确定了工作方案：
留下一个主入口，封闭其他口子；
公寓的三家物业对自己管理的住户
发放“出入证”，并对业主春节期
间往来情况进行排查登记；暂时关
闭蔬菜配送点；通知快递公司，快
递员出入必须佩戴证件，并由公司
负责测量体温、进行管理，同时将
快递放置点外移至小区出口处。街
道领导当场拍板落实了这个方案，
难题迎刃而解。

下沉社区，机关干部有委屈也
有喜悦。一天，香园社区大门口来
了两位“不速之客”，这不正是前
两天要“冲”出社区买菜被劝阻的
夫妻俩吗？这又是为何而来？“前
几天想和不会开车的老婆一起出门
买菜，对门口管控的志愿者态度不
好，实在对不起。看到你们这么多
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么辛苦为大
家服务，我也报名来当志愿者！”
丈夫很不好意思地说。一席话，让
门口的几位志愿者心里的紧张和委
屈都烟消云散。

政协志愿者，用担当作为展现
了新时代政协风采，跑出了政协齐
心战“疫”的“加速度”，成为感
动社区群众的“超级替补队员”。

■机关干部勤作为

笔墨丹青聚力量鼓斗志振精神
宁波书画院（宁波政协书画院）书画展助力疫情阻击战

记者 龚哲明 文/摄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关键期，全市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迅速
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宁波书画院 （宁波政协书
画院） 组织书画家积极响应市政协的号召，创作
防控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主题的书画作品，以
笔墨丹青凝聚力量、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助力
疫情防控阻击战。

文艺作品从来就是战斗的冲锋号。优秀的书画
家，弘扬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自觉记录时代、讴歌英雄，传播
社会正能量，为战“疫”胜利提供精神激励。

据悉，宁波书画院 （宁波政协书画院） 共收
到 90 余幅原创书法、篆刻与国画作品，部分已在
宁波市政协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展出。

22月月2626日日，，市政协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市政协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省市委精神省市委精神，，部署下一步部署下一步““疫情防控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复工复产””相关工作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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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画《整装待发》 作者：焦彩虹

1974 年出生，河北人，笔名易谦。
现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宁波市美
术家协会理事。现执教于宁波大学潘天
寿设计艺术学院。作品参加浙江省人
物画邀请展、建党 90 周年浙江省美术
作 品 展 、 浙 江 省 第 十 三 届 美 术 作 品
展、“从丝绸之路再出发——一带一路
美术作品展”之宁波与澳门艺术交流
展等。

②国画《山的誓言》 作者：何业琦

1950 年出生，上海人。现为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第八届浙江省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副
会长，宁波书画院院长，宁波市美术家
协会名誉主席，宁波市华侨书画院院
长。1990 年作品 《夜啸图》 获第五届全
国年画展铜奖，1995 年作品 《东方春
来》（合作） 获第八届全国美展金奖，
2000 年作品 《双虎图》 获第九届全国美

展铜奖，2005 年水墨画作品入选第十届
全国美展。曾受邀在日本神户、美国波
士顿和中国上海、宁波、太原、台湾等
地举办个人画展。

③行书 作者：周律之

1932 年出生，浙江宁波人，笔名履
之、初放。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西泠印社社员，宁波书画院名誉院长，
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宁波诗社
名誉社长。幼承家学，并得沙孟海指

授。擅书法、篆刻。早年入龙渊印社。
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发表，部分作
品收入 《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国
现代美术全集·篆刻》等多种专集。

④行书 作者：陈启元

1937 年出生，宁波鄞州人，斋名怀
椿庐。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
书法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书法
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浙江省书法家协
会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宁波市书法教

育研究会会长，宁波书画院顾问，宁波
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⑤国画《严寒尽后便是春》 作者：吴平安

1963 年出生，浙江宁波人。现为宁
波书画院副院长，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常
务理事。早年曾受业于甬上名家王守华、
刘文选先生。从事书画艺术三十余年，现
为职业书画家。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各类大
型美展，在各类专业报刊上发表，并被
多家博物馆、美术馆及个人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