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 29日讯（记者 王
文 通讯员 欧阳稳江）“你好，我想咨
询一下，我曾接触过一个武汉人，但他
离开武汉已经14天了，那是不是我传
染的几率小一些，我目前没症状，而那
个武汉人也没症状。”“该病毒的潜伏
期是 14 天，他离开武汉 14 天没有症
状，说明他没有被感染，你应该也是安
全的。这段时间最好呆在家，尽量不要
外出，也不要恐慌。”

1月25日，大年初一，浏阳市人民
医院乳甲科黎近涛、杨传豪、张玲、胡
迪等几位医生不约而同地在朋友圈

公布了自己的网络诊室二维码。希望
通过在线初诊的方式起到初步筛查，
以减少市民朋友出入医院导致交叉
感染的几率。

“我在工作群里发了个倡议，大
家都很积极。”一天时间内，便有35位
医生陆续加入其中，涵盖了乳腺科、
神经外科、儿科、妇科、肾内风湿免疫
科等 17 个科室。“儿科医生的问诊最
多，一天便在线接诊了 30 多例。根据
后台统计，两天下来医生们共处理了
1700 多例问诊。”据浏阳市人民医院
宣传科工作人员表示，市民朋友可以

关注“湖南省浏阳市人民医院”这个
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在线咨询”一栏
找到相应的医生。

为加大疫情防控，浏阳市各部门
积极行动起来。1月26日7时起，浏阳
市集里街道在浏阳西高速出口设置
健康监测点，24小时对入境司乘人员
进行健康监测；浏阳市北盛镇则全面
摸排、隔离，跟踪检测武汉及其临近
市返乡人员，医生每天上户测量体
温，保持动态管理；大瑶镇两个中心
卫生院全部取消休假，村医也全部上
岗；在浏阳市镇头镇北星村、洞阳镇
北园村等地，村民响应疫情防控主动
推迟婚宴；浏阳多部门联防联控，加
大对交通线路的管控，目前多条跨
市、省班线停运。

防控疫情浏阳在行动

医生自发开通免费网络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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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李文
耀）听闻武汉肺炎疫情来势凶猛，近日
刚刚成立业委会的长沙市开福区又一
村巷铂宫小区业委会委员刘幼其雷厉
风行，马上以新任业委会委员身份在业
主大群发表讲话，号召物业对小区进行
全面消毒，小区居民们对来小区过年的
武汉车辆，进行统一的调查报告。

五一路上的景江东方小区更是

积极行动，大年三十前就开始对小区
电梯、过道等公共部位全部进行消毒
处理。华远·华中心的居民们则纷纷
出动，将小区停车场所有来自武汉的
车辆进行了登记，呼吁物业部门进行
严格的统一管理。

市民们纷纷表示，要尽量不聚
餐、不会友，争取从自己做起，阻断疫
情横行链条。

消毒杀菌 严防死守

长沙小区居民奋起防疫

湖南日报记者 肖畅
通讯员 邬雅琳 肖晔

1 月 28 日，看到乡村心理疏导
队来看望自己，湘乡市东郊乡旺兴
村村民小周高兴不已：“谢谢你们来
看我，我现在的心情呀，就像这天
气，晴朗！”

经摸查，东郊乡共有武汉返乡
人员 209 人，全部进行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1月28日，小周第一个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期满，东郊乡组织乡
村干部和乡卫生院医生组成心理疏
导队，上门对他进行疏导。

从接到居家隔离医学观察通知
起，小周就规规矩矩“宅”在家里。看
到来家探访的乡村干部和医生，这

个 25 岁的小伙子忍不住说：“可把
我憋坏了！”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
随后，心理疏导队与小周拉起了家
常，仔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想法，
叮嘱他如遇到困难，可第一时间与
心理疏导队联系。

据了解，湘乡市把疫情防控
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一
方面建立、完善领导机制、防控机
制、救治机制、督导机制，全力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安 全 和 身 体 健
康；另一方面，建立全面覆盖的宣
传和引导机制，在利用“村村响”
等平台发布各类信息的基础上，
各乡镇、街道还成立心理疏导队，
确保人民群众心理安定，推动防
疫工作顺利开展。

村里来了心理疏导队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向莉君
通讯员 陈生真

1月29日上午，在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吉首市海拔 800 多米的苗族聚
居地矮寨镇排兄村，村委会主任龙清胜
向记者讲述了驻村扶贫干部、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邹杰，在除夕夜回村部署村里
疫情防控的情况。

邹杰是吉首市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干部。1月24日下午3时多，他早早在吉
首城里吃过年饭，从新湖南上看到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
想到村里有 3 名从武汉回来的大学生，
迅速开车回到了排兄村。他与村干部一

起，再次确认村里从武汉及湖北其他地
区回来的村民，共有6人，安排他们在家
隔离观察，并发放口罩、体温表等用具。

排兄村五组村民、33岁的施某某在
长沙工作，1月16日曾到武汉青山区洽
谈工程，并留宿一晚。

“回到村里后，扶贫干部与村干部
特意向我们交待在家里隔离观察的注
意事项，我们很认真地执行。防控疫情
无小事，而且是事关大家的事。现在一
切正常。”施某某欣慰地告诉记者。

邹杰指着吉斗寨游客接待中心对记
者说，除了有来自湖北的村民，还因排兄
村紧邻矮寨奇观景区，该村第五组所在
的吉斗苗寨就是景区的组成部分，所以

防控压力特别大，得早安排、早行动。
与排兄村相邻的幸福村，则有11位

从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回来的村民。1
月 26 日，吉首市实施扶贫干部重新入
村防控举措后，驻村干部情况掌握精
准、后续措施得力，村里没有出现疫情。

吉首市驻幸福村扶贫干部、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德夯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干
部姚元超戴着口罩告诉记者，他与邹杰
一样，也是提前回到村里的。

在幸福村村部前广场采访，时间刚
好到了中午 12 时，突然听到村里广播
响了起来，用汉苗两种语言广播疫情防
控事项。

幸福村支书石胜斌说：“每天的双

语广播从上午8时开始，每2小时一次，
每次半个小时，效果很好。”

幸福村一组、在武汉市黄陂区务工
的村民龙某某告诉记者，驻村扶贫干部
与村干部对她没有一点歧视，而是给了
她周到细致的关心与关爱。

正在排兄村和幸福村巡察的吉首市
驻村办副主任向功春告诉记者，该市
139支驻村扶贫工作队、405名扶贫干部
长期驻村，与村民感情好，政治素质高、
责任心强、情况熟、威信高、发动力强。所
以，市委决定从1月26日开始，扶贫干部
取消休假，重新入村，原来疫情防控力量
薄弱、被动的局面一下子扭转过来了。目
前，群众情绪稳定，生活有序。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熊小
平 邹娜妮 通讯员 刘明）1月27日，新
化县吉庆镇在各村设立劝导点，村干部
和党员轮流值班，劝说走亲戚的群众

“少出门、不聚集，戴口罩、讲卫生”。同

时，各村党员带头设立排查组，加大交
通管控力度和由鄂返乡人员摸排力度。

连日来，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新化县建立县乡村三级防
控体系。全县 5 万多名党员干部积极行

动，采取设置交通监测点、关闭文娱场
所、到村到户摸排等多项举措，全力做
到防疫防控不留死角。

新化县各乡镇干部组织医护人员进村
入户，检测由鄂返乡人员体温，摸排亲密接

触人员，发现疑似病例安排专车送往医院；
宣传专干通过微信公众号、“村村响”广播等
发出倡议书、通告，引导群众加强疫情防范；
纪检干部和执法大队严格督查落实值班值
守，检查酒店、网吧等重点区域……县里还
组织医疗、交通、公安等部门党员干部，在
高速公路收费站、车站等“入口”，对司乘人
员、过往群众进行体温监测，并登记异地车
牌车辆信息。广大党员干部投身疫情防控
一线，守土担责，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筑起坚实屏障。

车子辆辆查 喇叭村村响 群众户户跑

新化党员干部投身防控一线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罗国艳 宋玺

因为写了两“书”，株洲市中心
医院心内科护士文可成了“网红”。

文可和丈夫李锐是同事，都是
株洲市中心医院的医务人员。疫情
发生后，李锐主动请战参加了株洲
赴湖北支援医疗队。

25 日下午，丈夫随队出征，文
可含泪抱着 1 岁 2 个月的儿子参加
了医院组织的欢送仪式。当晚回到
家，哄睡孩子，独坐在电脑前，她百
感交集，给丈夫写起了信。

“这是你去武汉的第一天，此时
此刻，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哭了多少
次……”丈夫请战赴鄂后，文可因
担心安全问题一度反对。在这封
近 1500 字的家书中，文可表达了
对爱人的思念和担心。

信写到一半，文可回忆了当晚
与丈夫视频通话的场景：“我一阵心
酸，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可那头的你

却一脸笑容，逗着儿子开心，又一边
告诉我，说你很好，那里医院很贴
心，为大家准备了齐全的必备物
资。”

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文可最
终理解了丈夫。“老公，你也放心，我
在家里也一定会坚强，照顾好宝宝，
照顾好父母，照顾好我自己。如果可
能，我也会前往前线与你并肩作战，
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防疫战。”她在
信末写道。

写完家书，关上电脑，文可仍心
绪难平，她希望此刻自己也能奔赴
湖北，与丈夫并肩作战，于是提笔写
下一句话：“我随时候命，等待上级
召唤！”

“一句话，一行情，请战已决
绝！”株洲市中心医院征得文可的同
意，将这封家书与请战书一同刊发
在微信公众号上，读者无不动容。

“看了之后留了不少眼泪，向逆
行的医者致敬！保佑你们平安归
来！”市民何雨桓说。

“一句话，一行情，
请战已决绝！”

护士文可因两“书”成“网红”

吉首扶贫干部急沉基层抗“疫”

湖南日报1月 29日讯（记者 陈
鸿飞 通讯员 肖湘东）今天，衡阳市纪
委监委发布通报，对在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中工作不力的衡
阳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唐青等6名干
部，分别给予停职、免职等处分。

1月28日，衡阳市纪委监委派驻市
卫健委纪检监察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监
督检查时，发现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唐

青擅离职守，没有在岗在位。1月29日，
唐青受到停职处理，问责程序正在启动。

1月26日，衡阳市纪委监委、市卫
健委联合督查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监
督检查时，发现衡东县第三人民医院未
制订防控疫情应急预案，未按要求设立
发热预检分诊台等，发热门诊地点偏
僻，疫情防控宣传工作不到位。1月28
日，衡东县第三人民医院院长袁剑峰

受到免职处理，衡东县卫健局副局长
向献群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此外，祁东县河街社区党支部委
员、居委会委员全朱丽不正确履行工
作职责，缓报疫情，受到党内免职处
理，对其居委会委员职务停止执行，并
启动相关罢免程序；衡南县泉湖镇林
业站站长杨伟良、文化站站长李珣擅
离职守，受到免职处理。

衡阳6名干部疫情防控不力受处分

为旅客排查疫情护健康
1月28日，国道G537线蓝山县南风坳路段，医务人员在为司机和乘客检测体温。连日来，该县组织交通运输、交警、

卫生健康等部门在交通要道设立7个疫情防控检测站，为过往的司机和乘客检测体温，督促佩戴口罩，严格排查疫情，打
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阻击战。 李碧波 杨雄春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 29日讯（记
者 罗毅 通讯员 通讯员 柏劲
松 郭亮）1月28日，永州市查处
一起非法经营野生动物案，涉
案人张某已被当地森林公安机
关控制，案件在进一步调查处
理中。

1月28日上午，永州市林业
局接到群众举报称，祁阳县羊
角塘镇有人非法经营野生动
物。该局立即启动市县联动机
制，由市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带
队，组织森林公安、野保等部门
赶赴祁阳，会同祁阳林业部门
迅速出击，在祁阳县羊角塘镇
复兴社区查获并控制涉案人和
涉案物品，捣毁一处非法经营
野生动物窝点。现场查获河麂
冻体 10只、野猪冻体 1头、竹鼠
冻体 10只、野兔冻体 57只以及
鸟类冻体 17 袋约 200 余羽、鳄
鱼龟活体8只、草龟活体2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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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邓志强 陈李晖

“你们不用来吊唁，遗体马上就要火
化了，这既是我岳父的遗愿，也是为大家
安全着想。”1月27日上午，岳阳市云溪
区殡仪馆厅堂外，葛亦伟在电话中谢绝
要来吊唁其岳父的第8个亲友，快步走
向大厅，与家人一起见老人最后一面。

不搭灵棚、没有挽联，一炷香火、

4 个花篮，殡仪馆内布置简朴。葛亦伟
的岳父方神次老人在 13 位至亲的陪
伴下，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方神次老人于 2002 年在云溪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退休。他生前
多次叮嘱子女，自己去世后不要大操
大办，一定要火化。在防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他再次
向子女提出，自己身后绝不能给组织
添麻烦，并立下遗嘱“不设灵堂、不开

追悼会、立即火化”。
云溪区与湖北仅一江之隔，特殊

区位决定了其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性
和艰巨性。该区把春节期间移风易俗
与疫情防控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党
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及乡贤乡友示
范引领作用，已成功劝阻各类宴请
270起，丧事简办5起。

1月27日6时20分许，方神次老人
离开人世，享年79岁。老人的4个子女
谨遵其遗嘱，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后，
于当天上午11时在殡仪馆完成老人遗
体火化，整个葬礼仅用4个半小时。

4个半小时的葬礼

部署
周密

一线
医护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陈翰飞

“老戴，我已到您家门口，给您带
了一份‘礼物’……”1月28日上午，衡
阳市雁峰区黄茶岭街道幸福社区党
总支书记肖新湘提着一袋物资，送到
隔离观察人员老戴家门口。袋子里除
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品，还有两本《红
色故事汇》。

不一会儿，老戴在窗口笑着喊：
“谢谢肖书记，吃的用的我都不缺，就
缺这本书！”

前几天，老戴的儿子和媳妇从武
汉回来，虽然没有发热和咳嗽等症
状，但他们一家主动向社区报告了武
汉之行并居家隔离。“为了自己和他
人的健康，在家隔离观察很有必要，
但10多天确实难熬。”老戴告诉记者，
在家每天捧着手机，才两三天就觉得
浑身不自在了，便给肖新湘打电话

“求助”。
“手机看多了费眼睛，我这里有

几本《红色故事汇》，全是衡阳本土的
红色故事，您看看不啰？”肖新湘问。

“太好了！”老戴说，前阵子看到
衡阳市推广红色故事，但那时较忙，
没去深入了解，这下可静下心来，好

好研究一下衡阳的红色历史。
雁峰区隔离观察人员多是从武

汉返乡的，也有从武汉来衡阳探亲
的，还有个别途经衡阳的武汉人。

雁峰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伶俐
告诉记者，他们发动党员干部通过电
话、微信，与隔离观察人员交流谈心，
进行心理疏导。

“隔离观察基本上是目前没有出现
感染症状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健康的，
甚至有些人对隔离观察非常抵触。”张
伶俐介绍，工作中，他们发现一些中老
年隔离人员对手机、电视的依赖并不
大，抱怨10多天隔离观察很难熬。

怎么办？他们想到了去年下半年
衡阳市在主题教育中开展的“红色故
事汇”活动。能不能给隔离观察人员
送去红色故事读本，等疫情平稳后，
再组织大家开展红色故事演讲活动？

社区党员干部与隔离观察人员
沟通，这个想法受到欢迎。一些人还
提前报名参加演讲比赛。

“将读红色故事、讲红色故事变
成隔离观察对象的‘精神依托’，也变
成党员干部与隔离观察对象的‘连心
桥’。”张伶俐告诉记者，这两天他们
在赠送红色故事纸质读本，并抓紧时
间制作电子读本。

“吃的用的都不缺，就缺这本书”

湖南日报1月 29日讯（记者 宁
奎 通讯员 黎小湘）“不摆酒席，不搞
聚会，不拜年。”1月29日，慈利县龙潭
河镇水坪村一位村民在镇村干部劝
阻下，推迟了原本坚持要办的结婚
酒。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后，慈利县发出在全县范围内杜
绝一切赈酒行为的紧急通知，要求赈

酒行为一律暂停或延期，丧葬事宜一
律从简，餐饮服务单位暂停一切赈酒
业务，已承接的一律取消或延后，并
明确了防控责任和工作纪律。

同时，慈利县将“村村响”广播、
流动宣传车与实地走访相结合，反复
提醒村民注意防控疫情，号召村民不
串门、不聚餐、不赈酒。据统计，该县
已劝停赈酒3282场。

慈利劝停3282场赈酒

湖南日报1月 29日讯（记
者 周勇军 通讯员 罗先国 万
可 刘新霞）今日，农发行常德分
行为康普药业公司发放贷款
500万元，以支持这家企业为武
汉火神山医院生产紧缺药品。从
申请贷款到办结，不到24小时。

位于汉寿县的康普药业公
司是向武汉火神山医院提供紧
缺药品的生产企业之一。得知该
公司遇到流动资金紧缺问题，农
发行常德分行紧急行动，打破常
规，开辟绿色应急通道，特事特
办、急事急办，仅一天就发放无
抵押信用贷款500万元，用于公
司采购原材料。

在农发行常德分行支持
下，康普药业连夜生产头孢克
肟、奥美拉唑、阿莫西林、阿奇
霉素、罗红霉素等药品，提供给
武汉火神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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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月 29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龙
敏 龚娟）记者今天从保靖
县公安局获悉，保靖警方积
极展开排查，防控疫情，该
局阳朝派出所民警在排查
时，“意外”抓获一名潜逃回
家的在逃犯罪嫌疑人。

1 月 28 日，阳朝派出所
在所辖的仙仁村排查时，一
辆停放在某村民院内的外
地号牌车辆引起了民警的
注意。通过核实比对，民警
确定车主系在逃人员。

次日凌晨 5 时许，民警
王泽与3名村辅警将正在家
中睡觉的犯罪嫌疑人龙某
抓获。“他很警觉，听见声响
跳下床就跑，鞋都没穿。”王
泽等人立即追出，在屋后土
坎上将其扑倒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龙某
系阳朝乡仙仁村人，2019年
11 至 12 月间，与他人合伙
在浙江省慈溪市开设赌场，

被当地警方立案后在逃。潜逃回家后，
龙某一直躲在父母家中不敢外出，不想
却“栽倒”在保靖警方的手上。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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