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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在“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
党中央，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各
条战线的广大妇女同胞表示诚挚的慰
问，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节日
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广大女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
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展现了救死扶
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广大党员干
部、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
人员、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中的妇女同
胞们忠诚履职、顽强拼搏，做了大量艰苦
工作，用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斗争作出
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坚定必胜信念，保

持昂扬斗志，做好科学防护，持续健康投
入战胜疫情斗争。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
心关爱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各条战线的妇
女同胞，大力宣传防疫抗疫一线的巾帼
典型，激励和支持亿万妇女为打赢疫情
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智慧
和力量。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

习 近 平 向 奋 战 在 疫 情 防 控 第 一 线
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
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湖南日报评论员

如期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疫
情影响是最大的“变量”。“脱贫攻坚工作
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
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习近平
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对全党既发警示，又开

“处方”，为我们沉着应对疫情给脱贫攻
坚带来的新挑战提供了根本遵循。

连续作战、持续攻坚，年复一年艰苦
卓绝的努力，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已经
具备较为坚实的基础。但习近平总书记
在重要讲话中提到的疫情影响脱贫攻坚
工作的种种表现，如外出务工受阻、扶贫
产品销售和产业扶贫困难、扶贫项目停
工等，在我省脱贫攻坚工作领域都存在。
这些新情况，不同程度打乱了我们原有
的节奏，冲击了我们的部署。尤其是史上
最严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有可能给原
有的扶贫项目带来一定影响。

迎接疫情带来的新挑战，需要我们
未雨绸缪，打有准备之仗。早预警、早部
署、早行动，我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复工复产，为脱贫攻坚克服疫情影响

赢得了主动。防疫鏖战正酣时，省委于
2 月10日召开全省决战脱贫攻坚暨防控
新冠肺炎阻击战动员大会，号召全省党
员干部既战“疫”又战“贫”，响亮提出“两
场战役一起打、如期脱贫不动摇”的战斗
口号。2月下旬，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出
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当前脱
贫攻坚工作的十条措施》，从加大消费扶
贫力度到做好扶贫小额信贷，从助力贫
困户返岗稳岗就业到帮助贫困群众发展
生产，一条条一款款，直指脱贫攻坚难
点、痛点、堵点。

“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战疫”
“战贫”双线作战，关键在鼓足斗志。攻堡
垒、啃硬骨头，我省对脱贫难度大的地方
挂牌督战，其中 9 个县（市）被列为挂牌
督战县（市），2236个行政村为挂牌督战
村，17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挂牌督
战点。挂牌督战直指重点区域、重点项
目，及时解决制约脱贫的突出问题，全面
打响了脱贫攻坚的“春季攻势”。

实施精准扶贫，必须帮到点子上、扶
到关键处。自 2 月下旬始，怀化、双峰等
地开出农民工专列，将贫困地区务工人
员点对点“送出去”；长沙、湘潭等地派出

小分队赴全省 51 个贫困县开展精准就
业扶贫，将贫困地区务工人员“接回来”；
省内省外电商平台发起“暖春行动”，将
贫困户滞销的农产品“卖出去”；复工复
产企业优先保证建档立卡贫困户复工，
让扶贫车间“转起来”；打通流动环节，助
力农资保供，让田间地头“活起来”。一项
项务实举措，汇聚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
力，似阵阵暖流驱走疫情“倒春寒”。

产业扶贫是激发稳定脱贫致富的
“原动力”，也是应对疫情影响的“压舱
石”。我省近日正式印发的《湘南湘西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规划》提出，鼓励
在示范区建设扶贫车间，推动示范区建
设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深度
结合。这对怀化、邵阳、湘西州等决胜脱
贫攻坚主战场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
得玉成。”猝不及防的疫情对脱贫攻坚战
是一场大考，但只要全省上下“万夫一
心”，将中央的决策、省委的部署落实到
脱贫攻坚战的每一个战役目标上，我们
就完全有能力在这场大考中考出好成
绩，完成脱贫攻坚这项对三湘儿女具有
重大意义的历史伟业。

克服疫情影响 目标矢志不移
——二论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湖南日报 3 月
8 日讯（记者 张尚
武）针对个别地方
反映的早稻种子尚
存缺口问题，记者
今天采访省农业农
村厅获悉，省级早
稻种子储备库存逾
200 万 公 斤 。从 全
省供种情况看，早
稻种子数量能满足
生产需要。

惊 蛰 时 节 ，种
子、化肥、农药等农
资产品进入需求旺
季。记者日前在衡
阳、湘潭等地采访
时了解到，八成以
上的种粮大户、农
民合作社已备齐早
稻种子和化肥，少
数种植户尚未备齐
种子，正在抓紧采
购，或与其他农户
调剂。总体来看，早
稻种子储备充足，
供给平稳有序。但
由于受疫情影响，
在衡南、湘潭等地，
一些门店反映种子

调运不畅，供应存在缺口。
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处

长戴魁根介绍，承担省级早稻种
子储备任务的 16 家企业，储备了
280 万公斤早稻种子，其中常规种
子 250 万公斤、杂交种子 30 万公
斤。3 月 2 日以来，省农业农村厅
已陆续批准 8 家企业，向 10 个县
市区调运早稻储备种子超过 70
万公斤。

▲ ▲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张尚
武）过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省农业农
村厅、湖南农业大学组织 66 名农业领
域专家教授，带领调研指导组，奔赴全
省 66 个早稻生产重点县市区，指导集
中育秧保春耕。

稳定早稻种植面积的重要举措是
实施早稻集中育秧。按照省农业农村
厅统一安排，66 个专家组分别派驻 66
个双季稻生产重点县市区，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早稻集中育秧调研指导。省

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唐建初称，湖南
尚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也是早
稻育秧关键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 66
个专家组奔赴一线意义重大。省内著
名专家组团，对接早稻生产重点县，加
强指导服务，着力抓好早稻集中育秧，
大力推广机械育插（抛）秧技术，千方
百计稳定早稻面积，将确保实现粮食
生产面积、产量“双稳定”目标，扛稳粮
食安全重任。 ▲ ▲

（下转2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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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个专家组一线指导早稻育秧

3月8日，蓝山县塔峰镇雷家岭村舜水田园综合体，农机手驾驶拖拉机耕田。阳春
三月，春光明媚，农民抢抓农时耕田播种，田野上一片春耕农忙景象。 杨雄春 摄

春耕备耕不误农时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白培
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郭兰胜）

“疫情还没有结束，大家一人站一行，
不要挨太近了。”又到一年春茶采摘
时，3 月 4 日，在桂东县桥头乡红桥社
区桥园春茶叶专业合作社的茶园里，
10 余名茶农正忙着采摘头茬春茶，合
作社负责人陈英剑一边忙乎一边提醒
大家注意保持间距。

当地农业部门透露，该县在新冠
肺炎防控期间，积极对接农业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农村致富带头人，将
各村抛荒、闲置的农用地，按照集中连
片、适度规模的要求，对土地进行流
转。年后至今，全县新增流转土地面积
12000多亩。

桂东县在守住新冠肺炎疫情“零
确诊”病例的基础上，早谋划、早行动，
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10 条
政策”等，从稳定企业员工、降低税费
成本、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方面，为企
业复工复产提供具体指导和充分保

障。同时，实行“三对一”指导帮扶，即一
个规模以上企业由一名县级党政领导、
一名县直部门负责人、一名乡镇负责人
联系服务，当好“服务员”。同时,疫情防
控不松劲,累计为县内企业免费发放消
毒液1000公斤、N90口罩6500 个、一
次性口罩3500个，储备口罩2万多个。
协调解决规模以上企业防控物资紧
缺、物流管控、争资立项等问题31个。

该县提供“网上办”“掌上办”“寄
递办”“预约办”等服务，开通 24 小时
值班热线，压减登记注册环节、时间
和成本，优化办事流程，以最短时间
帮企业办好营业执照和许可证，让其
第一时间开工生产经营。至目前，该
县市场主体复工复产率达到 93%，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工率 100%；餐饮、
酒店行业已恢复营业 170 家，个体工
商户已恢复经营 433 家，三产业复工
率 80%以上。

“零确诊”不松劲
“三对一”助复工

桂东县市场主体复工复产率达93%，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开工率100%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李曼斯

从冬天战至春天，他们冷时未着
厚袄，热时不脱战衣。

从陌生战至熟悉，他们“无知”时
无畏，知险时犯险。

这群人从四面八方集结到长沙
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长沙市第一
医院北院），只为一个共同目标——
抵抗新冠肺炎疫情攻势，以生命守
护生命。

3 月，星城长沙春暖花开。顾不上
融融暖阳，他们或奋战前线，或奉命隔
离，或再度请战。截至 3月 7日 0时，长
沙市已有 209 例患者治愈出院，仍有
31 例患者在院治疗。一张张痊愈的笑
脸，是他们眼中最美的春色。

备战
1月14日，离除夕仅有10天。多数

人欣喜于春节假期即将到来，却不知
一场风暴正悄悄袭来。

此时，长沙市第一医院会议室里，
参会者个个眉头紧锁。上午，国家卫健
委召开新冠肺炎防控部署会议，这意
味着疫情形势不容乐观。

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 30 余年，长
沙市第一医院业务副院长谢元林直觉
敏锐：“要快做准备，越快越好！”

简单商讨后，院长刘激扬拍板定
案：培训，腾楼，备床。

最符合改造成传染病房的，是长沙
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但如需收治新冠
肺炎病人，原来在艾滋病病房的 30 多

名重症患者就得搬去南院。临近过年，
人手、时间紧迫。既要运设备，又要劝病
人。这事怎么办？谢元林一时为难了。

“搬！我们都来！”谢元林发出了
“搬家令”，竟无一人推脱抱怨。不一
会，一个个医生护士冒雨走出住院楼，
听从指挥当起“搬运工”。

“那天下着雨，几十号人都淋湿
了。95 后护士小周才 1 米 5 左右的个
头，平时看着柔柔弱弱，也拖着一二十
公斤的设备上楼下楼。”谢元林回忆着那
天的场景，仍是眼眶微红。2小时后，102
张床、3个病区设备及30多名患者顺利
搬迁到20多公里外的南院区。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300余张床位严阵以待！▲ ▲

（下转3版②）

冬冷鏖战急 春色倍还人
——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医务人员抗疫纪实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贺佳）
社区（村）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治
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最有效的防线。今天，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制定出台《关于全面落实
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社区（村）工作
人员各项政策的具体措施》并联合印
发通知，要求各地抓好贯彻落实，推动
各项举措落地见效。这是继出台保护
关心爱护一线医务人员政策举措后，
我省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的
又一重要举措。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
广大社区（村）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日
夜值守，英勇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为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此，《具体措施》从适当提高待遇、做
好职业伤害保障、改善防护条件、切实
减负减压、保障身心健康、加强关爱慰
问、开展表彰褒扬、加大宣传力度 8 个
方面细化 16 条具体措施，旨在切实解
决疫情防控一线社区（村）工作人员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激励他们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团结带领基层群众全面落
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
密防线。

及时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
适当提高绩效考核评优比例
或岗位等级

《具体措施》明确，各地对参加疫
情防控的社区（村）“两委”成员及专职
工作者、社区（村）卫生服务机构医务
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在落实好现有
报酬保障政策基础上，要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并适当
提高年度绩效考核评优比例，用于奖
励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的工作人
员。已建立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岗
位等级序列的县市区，对在疫情防控
一线表现突出的城市社区专职工作
者，等级晋升年限可缩短1年。

同时，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发生事
故伤害或患病的，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认定情形的，应依法认定为工伤。
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发生的相关费
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支
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
照法定标准支付。对疫情防控期间因公
受伤、突发疾病的，由卫生健康部门协
调医疗机构开辟绿色通道，保障及时救
治；对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炎

或病亡的，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具体措施》要求，各地要按规定

落实社区（村）防控工作经费，改善一
线社区（村）工作人员防护条件，根据
当地疫情防控需要，合理配发口罩、防
护服、消毒水、非接触式体温计等卫生
防护器材和防控器具。各地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要组织开展面向社区（村）工
作人员的医疗卫生知识、疫情防控知
识培训，提高其做好社区（村）防控工
作的能力。

精简村级事务、充实防控
力量、合理容错纠错，切实减负
减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何让
基层集中精力、心无旁骛投入到疫情
防控工作中去？《具体措施》强调，要严
肃查处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坚决制止多头重复向基层
派任务、派人员、要表格。除因疫情防
控需要出具的居住证明和居家医学观
察期满证明外，不得以疫情防控为由
要求社区（村）出具其他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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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出台16条措施关心关爱
疫情防控一线社区（村）工作人员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段涵敏

热辣如火，柔情似水。这是湖湘
女儿的标识。

湘女多情，湘女亦多奇志。近代
以来，湖湘女儿为国为民前赴后继，
英杰辈出，名震华夏。

当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袭来，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
重威胁的危难时刻，一批批湖湘女
子冲了上去。她们以深沉而炽烈的
家国情怀、一往无前的气概、坚韧不
拔的毅力、艰苦卓绝的奋斗，成为抗
疫战场的生力军，成为这个特殊时
期的巾帼英雄。

一列列逆行的背影，
宣示着她们的勇敢与忠诚

新冠肺炎席卷南下，长沙各大
医院严阵以待，护理“娘子军”们第
一时间投入救治一线，与时间竞速，
与病毒赛跑。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早 6 点，长
沙市第三医院护士长鲁林秀收拾好
衣服和日用品，吻别睡梦中的孩子，
匆匆赶去医院。就在前一天，她接到
医院的通知，由她负责感染病房护
理筹备工作。

这位刚休完产假上班的“二孩
妈妈”，每天拿着对讲机、手机 24 小
时在线，随时保持与值班医生、护
士、卫生员以及发热门诊和其他感
染病房的联系。大家称她是“病房
110”，随叫随到。

疫情紧急，湖北告急！

“我是共产党员，我报名!”“我参
加过抗击非典，我有经验!”“我参加
过汶川地震救援，优先考虑我!”一句
句铿锵有力的誓言，一枚枚鲜红如
血的手印，代表着湖湘儿女满腔的
赤诚和抗疫到底的决心。

在“逆行”的队伍里，三分之二
以上都是女医务工作者。她们当中
有享誉业界的医学大家，有精明能
干的临床专家，也有充满活力的年
轻护士。她们含泪剪短心爱的秀发，

“疫情不除、长发不留”；她们吻别孩
子的脸，紧紧拥抱心爱的丈夫，挥手
告别年迈的父母，义无反顾踏上了

“逆行”的征程。她们是母亲、是妻
子、是父母牵挂的孩子，但她们最
喜爱的称呼是“祖国的孩子、人民
的医者”。

“我有经验，请派我去！”1 月
22 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衡阳市中心医院主管护师、泌尿
外科护士长唐肖春，取消回老家陪
父母过年的计划，主动请缨，报名参
加湖南援助湖北医疗队。

柔肩亦担重任，巾帼不让须眉。
从湖南到湖北的一次次驰援中，难
忘那一个个“最美逆行者”的背影。
茫茫夜色中，寒风冷雨中，她们收拾
简单的行李，带着一腔热血出征。目
前，仅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619名队
员中，就有412名巾帼战士。

“患者以性命相托，我们怎敢有
丝毫懈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护理教研室副主
任李丽便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中。2 月 6 日晚，收
到支援武汉的集结号，李丽顾不上
身体的疲惫，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此时此刻，比起自己的小家，武汉
更需要我。”到武汉后，李丽带着其
他几位护士长临时组建护理小组，
2 天时间就筹建 2 个病房，收治 100
名患者。

一道道深深的勒痕，
展示着她们的拼搏与坚韧

新冠病毒肆虐，病房是最危险
的地方。这里，每天上演着人类和病
魔的生死搏斗。因为长时间佩戴护
目镜和口罩，白衣天使们脸上布满
勒痕，看哭了无数人。“这些痕迹，刻
在你脸上，痛在我心里。”

湘雅医院共有 4 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在武汉、黄冈抗疫一线奋战。医
疗队共有142人，其中“娘子军”占了
75%。在武汉协和医院西区的湘雅病
房，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张丽娜教授，带着团队一次次
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为了改善严重低氧患者的氧
合，张丽娜教授连续 7天与 5位同事
一起，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护目镜
起雾视线模糊不清时，坚持为患者
实施俯卧位通气，并通过超声评估
治疗效果，调整呼吸机参数，出隔离
病房时最里层的手术服都湿透了；
冒着在病毒风口“抢人”的风险，开
展经皮气管切开术，冲锋在最危险
的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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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女多奇志 战疫立殊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