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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出租／出售

★单元楼出租：河东广场附
近，实验中学与人民路学校
中间一单元楼出租，110平
方米，三室两厅，家具家电
水电暖齐全。
电话：18935068366

★单元楼出租：市委组织部家
属院（槐东路维也纳酒店后
面），4 楼，水电暖家具齐
全，限年租，地理位置优越。
电话：18134925500

★单元楼出租:西花园疾控中
心家属院，两室一厅，家电
齐全，拎包入住，有免费车
位，价格面议。
电话:15536271322

★单元楼出租：哈弗家园，57
平方米，1 楼，限年租。非
诚勿扰。
电话:15296755996

★公寓出售：位于南风广场高

家垣五层公寓出售，3500
元/平方米，34 间房，设施
设备齐全，入住率 95%，价
格面议！
电话：18635941575

★宅基出售：西留村有三块
4.5 分相连宅基，水电暖齐
全，有大红本、国有土地使
用证。非诚勿扰。
电话：13008000233

★单元楼出售：原行署六院新
房 70 年大产权，14 层，85
平方米，两室一厅一卫一
厨，紧邻南风广场，小区有
公立幼儿园，对面是运康学
校。非诚勿扰。
电话：13834705325

★房屋出售：位于南风广场汇
景名苑 2 楼一 20 多平方米
商铺出售，价格面议。（接手
即可受益）。
电话：15735926669

★单元楼出售：中银大道南吉
祥巷内建行家属院，5单元

5 楼西，108 平方米，精装，
水电暖家电家具齐全，拎包
入住，价格面议。
电话：13835866956

★单元楼出售：红旗东街农校
电梯写字楼阳面六楼租售，
42.5平方米，简装名牌空调
热水器齐全。
电话：13994899778

★公寓出售：市政务大厅（汇
达广场）9楼精装电梯公寓
出售，35.51平方米，家具家
电齐全。
电话：15503590928

★单元楼出售：凤凰谷脚下凤
凰嘉园小区有一单元楼（二
层，90平方米）和临街商铺
（40平方米）低价出售。
电话：13593592244

★单元楼出售：盐化中学附
近，四楼，168平方米，四室
两厅一厨两卫，水电暖齐
全，低价出售。非诚勿扰。
电话：18636334980

★单元楼出售：舜德家园一单
元楼出售，D 区 28 号楼二
单元5楼，107平方米，带地
下室，25万。
电话：18035987023

★单元楼出租：市林业局家
属院（市政府大院隔壁）
有 一 单 元 楼 出 租 ，123
平，家电齐备，水电暖家
具齐全，有停车位，限年租。
电话：13593590858

★商铺出售:周西路金惠苑
小 区 5 号 临 街 门 面 商 铺
一套。5 米 6 层高、室内
两 层 约 120 平 方 米 ，大
暖 、70 年 产 权 全 款 更 名
换 合 同 、空 房 出 售 报 价
160 万，看房议价（送 20
年产权、赠送二层面积）。
电话：18603598565

★单元楼出租：哈佛家园，
一楼，58 平方米，家具家
电齐全，现对外出租。
电话：15296755996

园区地址：运城市盐湖区东郭镇
刘范村西侧（凤凰谷东2.5公里）

经民政部门正式批准
仙阁山庄

公公 墓墓
合法化、规范化、园林化的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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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乳胶漆家装乳胶漆
旧房刷漆旧房刷漆、、刮仿瓷刮仿瓷
电话：18335951968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给喜庆的节日蒙上了一层阴
霾，全国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
控阻击战。

令出如山，闻令而动。
在山西省地质勘查局二一四地质队

家属院，有一对 90 后的小夫妻，丈夫姜
旭是医院护士，冲锋在战“役”一线；妻子
魏萌是二一四队职工，在后方支持。在他
们心中，既有普通人的担忧，又有义不容
辞的人间大爱。

“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就知
道不能拖他后腿”

魏萌的老公姜旭，是运城市中心医
院急诊科的一名护士，参加了运城市第
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支援江汉方舱医
院。

“当时想到他就是干这个的，既然有
需要，他不去谁去，拖后腿的事我可做不
出来。等他真的离开后，心好像被撕裂成
两半，一半为他骄傲，一半为他担忧。”魏
萌说。

“我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姜旭去武汉以后，每天的工作包括
日常检查、护理、收拾、消毒等。工作时，
他全程穿着厚重的防护服、隔离衣，带着
护目镜，进入病房的每一分钟都处于高
负荷状态。

“因为工作忙，只有等到他休息时，
才能偶尔联系一下。聊天基本上都是我
在说，他在听。我告诉他，家里你别担心，
我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我会提醒他要
做好消毒，记得换洗衣物，注意休息，上
班时要检查好防护服等。”魏萌说。

担心丈夫在武汉饮食不习惯，魏萌
还专门给丈夫寄去了牛肉、零食。魏萌每

天都在祈福，愿丈夫及所有医务工作者
平安。

“我在单位参加疫情防控，和
他一起携手抗疫”

疫情期间，魏萌早早就返岗工作，参
加单位的疫情防控。“你好，请将今天的
体温情况报至我这儿。”“你好，按照上级
规定，外地返运人员需居家进行自我隔
离，并每天进行体温上报。”……连轴转
早已成为魏萌的工作常态。

魏萌说：“我俩虽身处两地，但携手
抗疫是我们共同的使命。”3月26日，姜
旭返回运城，进行为期 14 天的集中休
养。远远地看着老公，魏萌百感交集。

疫情无情人有情，伉俪同心共抗疫。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这对年轻的90后小
夫妻，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彰显着新时代 90 后的责任与担当。

韩明

□记者 景斌

撰写各类报告230余份、统计报表
170 余份；核实各类人员信息 1000 余
人次；第一时间参与制订下发《运城市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工作方案》，细化并明确了35家
成员单位的职责和任务……已坚守了
两个多月的市卫健委应急办主任郭灏，
仍值守在抗疫一线。她坚定地告诉记
者，疫情不退，他们不撤。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郭灏便
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和市卫健委的号
召，坚决执行“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的总要求，第一时间进入疫情防
控工作状态。她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
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冲在前面、干在实
处，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各项决策和部
署，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1月20日，身为市卫健委卫生应急
办负责人，她着手筹备全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1月21日，全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召开，拟定下发了

《运城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方案》，细化并明确
了 35 家成员单位的职责任务，郭灏忙
前忙后。会后，市卫健委召开机关干部
任免大会，郭灏被正式任命为市卫健委
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临危受命，她深
感责任重大，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月24日，正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工作的郭灏，突然接到母亲的
电话，才意识到当天是除夕之夜。为了
不让母亲担心，她没敢说工作的事情，
而是谎称在婆家过年，过两天去看望
她。

1月26日，大年初二，原本是回娘
家的时刻，却也是疫情防控阻击战刚刚
打响的关键期，郭灏通过微信视频，向

远在新绛的母亲拜年。不到一分钟的通
话，母亲一再嘱咐她一定要做好自己的
工作，担好自己的职责，还要保护好自
己。

每每想起母亲的理解与支持，郭灏
就像带劲儿的螺丝。“母亲给予我强大的
精神支柱，就是再苦再累也值了。”她说。

在全市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市卫健
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门，以叶新龙为
主任的卫健委一班人始终身先士卒、扎
根一线。而卫健委下属的应急办更是关
键之中的关键，与省级业务部门沟通协
调、和成员单位及其他小组成员密切配
合、与13个县（市、区）相关部门及时通
气……郭灏所处的位置，不言自明。

一句“职责所在”，她放弃了与家人
团聚的假期，“撇下”刚刚出院的丈夫，
放下上高三的孩子，吃住在疫情防控指
挥部，随时待命。

疫情防控中，郭灏高质量完成了全
市疫情信息日报、病例信息统计等工
作，累计撰写各类报告 230 余份、统计
报 表 170 余 份 ，核 实 各 类 人 员 信 息
1000 余人次，做到了运城市上报各类
数据及报告零失误，得到了省、市相关
部门的一致认可。

采访中，郭灏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
孩子。17年前战“非典”时，她不顾襁褓
中的孩子，毅然上了一线；17 年后，孩
子面临高考，是人生的关键时刻，而她
又奋不顾身战疫情。她的丈夫身在环保
战线，同样也在应急一线，两人觉得亏
欠最多的就是孩子。

据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讲，郭灏也
有累和坚持不住的时候，但每当这个时
候，她总是用一线医护工作者的逆行和
无畏鼓励自己。

人间四月，春光正好！相比起两个
多月前，郭灏成长了许多，从容了许多，
也坚强了许多。

运城市卫健委郭灏：

受命于危难 一线写担当
须眉战“疫”担重任
巾帼守“家”显担当
——90后夫妻姜旭、魏萌小记

▲姜旭、魏萌幸福的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