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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多岁的母亲挨家挨户登记信
息，并宣传防疫知识；父亲则坚守在村
头卡点，哪怕天气再冷，顶着风雪一站
十几个小时也没有退缩过；两个儿子
见父母辛苦，也主动报名参与战疫工
作，从早忙到晚，村里各处都能见到他
们忙碌的身影。这家人说：“我们是党
员，我们家就应该齐上阵。”

董立军是丹东合隆满族乡翟家
堡村的妇联主席，从事妇联工作已有
30多个年头了。疫情到来的时候，董
立军在村部开完会之后，回家立即向
家人进行了传达。“妈，我们早就想跟
你说啦，昨天看见你们在村里忙的那
个样子，我们就想过去看看我们能干
什么活。”儿子们表态。“上阵父子
兵。哪能少了我。”董立军的丈夫王
国会也表示要参加。“我们是党员，我
们家齐上阵”。就这样董立军一家投
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翟家堡村首先设了两个卡点，这
两个卡点都在交通要道，人车流量
大，晚上没有警示提醒，车辆行驶安

全没有保障。王立华、王立群哥俩一
商量，自费买来了小彩灯，顶着严寒
连夜安装在卡点路障的周围。连串

的彩灯装了起来，让黑夜的卡点分外
醒目，行人和车辆在30米外就能看见
亮光，保证过往行人及车辆安全，也

让他们感受到了疫情中的温暖。
村里的气象喇叭在固定时间播

放，那能不能长时间播放宣传防疫知
识呢？二儿子王立群把村里的大喇叭
卸下来拿到家里调整一番，并把自家
的音响拿到村里接上，喇叭挂在村委
会的栏杆上，这声音150米外都能听得
到！乡亲们可以长时间听大喇叭，及
时了解疫情。兄弟俩每天白天在村内
巡逻，晚上在卡点坚守，为了让更多人
了解疫情防控常识和动态，他们自己
制作短视频，通过朋友圈上传，村民看
到工作人员的辛苦都非常感动，自发
为卡点值守人员送来煮好的鸡蛋、热
水、大碗面、火腿肠……借以表达对工
作人员坚守战“疫”岗位的感谢之情。

乡里村里要到返乡人员家里签
订居家隔离协议书，人员分散，路途
较远，哥俩知道后自告奋勇主动出
车，一户一户地走，一走就是一天，有
人表扬他们，哥俩羞涩地一笑“这是
我们应该做的。”

董立军的丈夫王国会也是一名

老党员，自防疫开始以来就在翟家堡
村桥头卡点值守，核查外来车辆、登
记人员信息、督促村民佩戴口罩……
顶风冒雪、恪尽职守，一站就是十几
天，一天十几个小时。儿子心疼老
爸：“明天在家歇一天吧，天气又冷，
吃饭又不及时，你血糖还高，能行
吗？”“现在是关键时刻，我怎能在家
待住，全民抗疫，人人有责，我也要贡
献一份力量！”王国会说。

董立军更是天天在村上忙得团团
转，66岁的她每天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
户送发张贴宣传单；走进卫生所查看佩
戴口罩情况；迈入草莓加工点给工人们
讲防控知识、发放防控物资……

在董立军的影响和带动下，一家
四口都奋战在战“疫”的一线，他们的
坚守和奉献精神，为村民做出了表
率，有村民说：有这样的人家是我们
翟家堡人的福气，有这样的人家在，
一定会取得疫情防控战役的胜利！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支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开展艾滋病防治等重大公共卫生项
目、资助城乡困难居民参加城乡居民
医保……

日前，辽宁省财政厅发布消息，
2019 年，省财政共筹集拨付基层公
共卫生方面的补助资金 35 亿元，从
六大方面推动全省基层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有效缓解农民“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

辽宁省财政不断加大对基层公
共卫生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卫生服务
一体化建设。2019 年共筹集拨付基
层公共卫生方面的补助资金 35 亿

元。拨付资金18.8亿元，支持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人均经费由2011年的15元提高到
2019年的69元。对于乡村医生提供
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根据核定的任务量和考
核结果，将相应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经费拨付给乡村医生。新增经费重
点向乡村医生倾斜，用于加强村级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拨付资金 3.4 亿元，重点支持包
括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开展艾滋病防
治、结核病防治、血吸虫与包虫病防
治、精神卫生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

治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提升城乡群
众医疗保健水平。

拨付资金 4.6 亿元，支持包括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在内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和推进体制机制综合改革，保障了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运行，调动了
基层医疗技术人员提供基本公共卫
生和医疗服务的积极性。

拨付资金 0.9 亿元，支持推进乡
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对全省未达标
乡镇卫生院的房屋建设和设备购置
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给予补助，提升
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

拨付资金 0.3 亿元，支持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培养，开展县
乡村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及城市
医生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开展全科
医生特岗计划和农村订单定向医学
生免费培养工作，注重培养全科医
生。

拨付资金 7 亿元，主要用于资助
城乡困难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以
及对城乡困难居民符合规定的医疗
费用给予资助等医疗救助工作，会同
相关部门推进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制度。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去年辽拨付35亿元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

女研究生买菜回来看见地上有
一只不叫也不飞的大鸟，喂它小米不
吃，却对鸡胸肉感兴趣。研究生报警
求助，随后警方和野生动物保护部门
的联合救助让她感到心里很踏实。

这位女研究生叫高梦涵，1995年
出生，家住葫芦岛市连山区，目前在
贵州大学法学院读研二。由于疫情
原因，现在在家里备考.

前日下午，她出门去买菜，回来
时在小区里看见一只大鸟，大鸟的嘴
巴尖尖的，像只小鹰。“起初我上前用
双手哄，想让它飞走。可这家伙没啥
反应，不会叫也不会飞。我猜测可能
是幼鸟。随后我就回家拿出一些小
米，喂它却不吃，觉得它有可能是受
了伤，就把它带回来。”

到家后，她一边在网上查询资料

进行比对，一边求助身边爱好养鸟的
叔叔，请教这只鸟的品种和习性。对
方看了后初步判断这是一只鹰，应该
是国家野生保护动物，至于具体叫啥
名也不知道。

不吃米那就喂点肉吧！随后高
梦涵就给切了一点鸡胸肉送到大鸟
的嘴边。看到鸡肉，大鸟不客气了，
张嘴就开始吃起来。担心喂养不好
这只大鸟，她求助了公安机关。不一
会儿，连山分局渤海派出所民警赶
到，把这只大鸟带走了，同时联系了
野生动物保护救助机构，予以妥善救
助。

当地野保部门工作人员说，这是
一只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红隼，是
雌性。现在是红隼的繁殖季，大红隼
正忙着给它们的小孩子抓老鼠吃呢，

如果这个时候大红隼出了意外，此时
小红隼还不会捕食，可能就是一窝小
红隼的死亡。呼吁市民如果看到这

样的红隼幼鸟，及时救助。
辽沈晚报特派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文并摄

不吃米爱吃肉 受伤大鸟叫红隼

高梦涵捡到的小红隼。

没有左手的王某是村里的“五保
户”，生活虽不富裕却也不困难，自己
还有辆三轮摩托车。可王某却认准
了偷这条道，还往往盯住一家的财物
从值钱到不值钱按顺序一次次偷。

6月4日8时40分，桓仁满族自治
县公安局木盂子治安办接到当地居
民李某报警称：其在暖河子村小于堡
子老房子的仓房两次被盗，油锯、独
轮车、苫布等物品丢失，价值2500多
元。15 分钟后，居民张某又来报案，
其放在木盂子村赶集大院两辆重型
半挂车上的防尘网和苫布被盗，价值
3500多元。

接警后，治安办民警闫吉双立即
将情况上报给治安办主任张哲瑜，并
联系县局刑侦大队，迅速对两起案件
展开调查。

经调取李某家监控视频，闫吉双
发现一名男子在李某报案当日8时许
曾来到李某家老房院内，想要拽开仓
房门，由于仓房门已经上锁，该男子
没能进入仓房，匆匆离开。

尽管该男子戴着口罩并对自己
的体貌有所掩饰，闫吉双还是从他低
垂的袖口看出了问题：粗看上去是把
手缩在袖子里，实际上这个人根本没
有左手！闫吉双一下子就判断出了

这个人的身份：暖河子居民王某，而
且王某有着20多次盗窃前科。

闫吉双、孙宠迅速出警赶到暖河
子，王某没在家，民警通过电话与其
联系，王某说自己正骑着三轮摩托车
往家走呢。

当日下午1时30分，治安办主任
张哲瑜带领民警在高俭地村西岔检
斤路口处将王某抓获。王某供述，李
某和张某报警的 3 起案件都是他所
为。

闫吉双介绍，警方对其家中搜查
时，除了这3起案件的赃物外，还发现
了其他来源不明的物品。王某又供

述了2019年4月到7月其在桓仁镇六
河村和八里甸子镇大南沟中铁十八
局项目部多次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闫吉双说，这几年王某偷东西还
有个特点，不偷现金，看人家家里有什
么按价值高低一次次去偷，能卖的就
卖了，不能卖的就自己用，他还曾经偷
了一家做豆腐的豆子又拿去跟人家换
豆腐，结果被人家把豆子给认出来
了。

现王某已被监视居住，所有赃物
已被追回并返还被害人，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之中。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惯偷将失主财物按价格排序后行窃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
长张佐良19日介绍，为服务
今年高考考生，各级公安机
关将结合当前的疫情防控形
势，进一步简化工作流程，优
化警力部署，开通三条绿色
通道。

他介绍，一是居民身份
证办理绿色通道。对需要加
急办理、换领身份证的考生
优先受理、优先制证、优先送
达。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实
施，为高考考生加急办理了
身份证 3.2 万余张。二是护
考绿色通道。高考期间，各
地执勤民警将为忘带身份
证、准考证、遇到交通拥堵等
困难的考生提供应急通行便
利，帮助考生准时到达考
场。三是救援绿色通道。对
发生故障和交通事故的送考
车辆，执勤民警将迅速出警、
快速处理，必要时帮助联系
车辆转送学生。

张佐良说，为全力护航
全国高考安全顺利进行，在
考前，公安机关对考点周边
的出租屋、饭店、旅馆等场所
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加强
治安复杂场所的清理整治，
梳理摸排可能影响高考安全
的风险苗头，及时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为广大考生创造
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高考
期间，公安机关将指导学校
强化考点出入口的安全防
范，科学划设安全控制区域，
设立隔离带和防冲撞等设
施，配齐配强安保人员和防
护器材，维护考点的良好秩
序。同时，公安机关会增派
警力，强化考点周边的交通
疏导和治安巡控，及时妥善
处理考生和家长的报警求
助。

他说，结合以往的工作
经验，公安机关在考前将联
合相关部门对重点地区的通
讯电子产品市场和有关电商
平台开展专项排查。依法查
处涉嫌销售作弊器材等违法
违规行为，同时加大网上、网
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涉
嫌组织作弊等犯罪线索，依
法严厉打击。 据新华社

防疫卡点 有他们一家四口的身影

董立军的全家福。 丹东市妇联供图

公安机关开通
三条绿色通道
服务高考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