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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栓要全部检修，确保随时可以投入使用。”3

月 9日，益阳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人员深入益阳

市第四人民医院、湖南雅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

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益阳旺府酒店开展消防安全

检查，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和隐患，确保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益阳市消防救援支队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高标准做好消防救援战备执勤

工作。同时，该支队成立帮扶组，深入防疫物资重点

生产企业、定点收治医院、定点隔离点等三类重点场

所和复工复产企业帮扶指导消防安全工作，全面排查

各类安全风险和隐患，督促企业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对企业工作人员一对一地进行技术指导，为企业

安全复工复产打下坚实基础，确保火灾形势的持续高

度稳定。

据统计，防疫期间，益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指导

帮扶社会单位 89家次，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灭火器失

效、私接电线等各类火灾隐患163处。 （陈 灿）

益阳：
防疫、防火两手抓，确保火灾形势稳定

“今年多亏了村里的驻村工作队，防疫‘卡’点有
他们，春耕生产也有他们，他们把这里当成了家!”3月
10日，宁远县保安镇古溪村党支部书记提起驻村工作
队长黄成，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

今年以来，该县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
贫攻坚，扎实推进驻村帮扶工作，各乡镇（街道）的田
间地头、农家小院随处可见驻村工作队员忙碌的身
影，对乡镇（街道）、村以及群众反映履职不力、作风不
实等驻村工作队员进行调整，后盾单位积极克服联系
村多、工作队员选派难等困难，把最强的骨干力量选
派到村担任工作队长、第一书记。336个驻村工作队、
850余名驻村工作队员全部到村到岗帮助农民解决生
产中的各种技术难题，精心制定驻村帮扶工作队、村
党组织第一书记及结对帮扶责任人管理办法，明确人
员选派、职责任务、管理考核、激励保障等措施。县财
政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 100 人以上的非贫困村每村
每年安排 1 万元专项考核奖励经费拨付到乡镇（街
道），由乡镇（街道）根据驻村工作队考核情况，确定考
核等次和额度后，按季度发放到位。

该县还组建专项督查组，扎实开展驻村帮扶常态
化督查，对履职不力、作风不实的相关责任人，加大追
责问责力度。今年以来，下发督查通报3期，全县通报
批评27人，形成了有力震慑。

(骆力军 丁作丽 唐 念）

宁远：
驻村帮扶发起“春季攻势”

“今天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到蓝思科技上班，政府
免费安排车辆接送，我们一定安心在外工作，努力过
上幸福生活”。 日前，宁远县中和镇彰佳山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李统六带领妻子和两个儿子与其他 46名劳
动力一起登上了援企稳岗直通车。

今年来，宁远县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决战脱贫
攻坚工作，千方百计助力贫困户返岗稳岗就业，打好转
移就业、园区就近就业、公益岗位就业、扶贫车间就业
组织合拳，全力推进复工复产，确保贫困劳动力稳定增
收。对成功介绍 1名贫困劳动力到园区企业、扶贫车
间就业且稳定 6个月以上的人员，按 200元标准给予
一次性就业创业服务补贴。对主动到园区企业和扶贫
车间就业的贫困劳动力且稳定 6个月以上，按 300元
标准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对吸纳安置贫困劳动
力就业的用人单位，按1500元/人给予用人单位一次
性岗位补贴；对符合条件不裁员或少裁员企业，认真落
实省市政策，返还部分失业保险基金。加大就业扶贫
车间扶持力度，为就业扶贫车间发放水电费补贴、创业
补贴、培训补贴50余万元。通过创新宣传手段、拓宽
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服务等方式，为农村贫困劳动力搭
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就业服务平台，用心用力用情做好
贫困劳动力等各类人员的就业工作。

该县现有12.92万名农民工返城复工，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 41229 人，121 家就业扶贫车间已复工复产
119家，返岗人员4532人。 (骆力军 许慧生 张 林）

宁远：
用心用情帮就业 复工复产促增收

佘 璐 杨 洋 粟 妃
他年过半百却依旧满腔热血，他用责任

和情怀书写着无悔的扶贫人生。他叫李锋，
是湖南医药学院的一名教师，也是一名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他扛着责任驻村，带着情
怀扶贫，是一位担当作为的优秀扶贫工作者。

舍小家为大家
2018 年初，在接到学校党委委派的扶贫

重任时，李锋未曾犹豫半分，把脱贫攻坚的责
任扛到自己肩上，把照顾家中三位年迈老人
的重担交给了妻子。

2019年1月，一桩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李
锋推到了难以取舍的境地：女儿的男朋友在
拜见他后返回北京的途中遭遇重大交通事
故，导致身体严重受伤，遭此重大打击的女儿
整日以泪洗面。女儿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他
理应陪妻子一起赶去北京，安慰照顾女儿，但
另一头是正处于关键期的扶贫工作，全村730
多名贫困乡亲同样也让他放心不下。考虑再
三，李锋最终作出了常人难以理解的选择。
他说服妻子，让她独自一人赶去北京陪伴女
儿，自己独自扛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继续组织
开展入户慰问走访、以购代捐、春节晚会等年

终各项工作。

用心用情收获民心
虽然李锋对家人有点“冷酷”，但他对村

民却十分“热心”。社区 85 岁的五保户吴文
德，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又
小又黑又脏的窝棚里，窝棚连一个窗户一盏
灯都没有。2018年 5月 15日，当他第一次挤
进吴文德的小窝棚，便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当天，他就联系村干部，将吴文德安排到原村
部的空房子里住，又自掏腰包去镇上为老人
买了床单、被子、衣服、鞋子、大米和一些生活
用品等。第二天，还找人上门为他理发、清
洗。之后，他要求村干部轮流每天去探望一
次，自己隔三岔五地送去一些生活物资，一直
到吴文德去世。

扛着责任驻村，带着情怀扶贫。他用润
物无声的帮扶温暖着社区每一个村民。1 组
的吴永平常年患病，就送他去学校第一附属
医院检查治疗，并长期免费送药；3 组的吴青
竹想发展产业但缺少资金，他就联系社会爱
心人士送猪仔、送化肥；8 组兜底户龙送英的
父亲去世没钱安葬，他当即从自己工资里拿
出 4000 元帮助她；10 组残障老人吴生云家

的铁门坏了，他就开车到镇上接焊工去帮忙
修理……像这样发生在李锋身上的事迹不胜
枚举，他用细致入微的真情帮扶，赢得了村民
的认可和爱戴。

精准扶贫成绩斐然
两年来，他用心用情扶贫，带领队员聚焦

贫困户“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
确保贫困户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住房安全保
障、饮水安全保障等落到实处。前年夏天，他
不顾烈日炎炎，带着工作队员和村干部翻山
越岭为村民寻找水源，帮助社区 108 户 430
多人接通了自来水，结束了村民远途挑水的
历史。此外，他们还完成危房改造57栋，点亮
太阳能路灯 280 盏，修建硬化道路 3000 多
米，抗旱水渠 6000 多米……引进了投资 400
万元的扶贫工厂，打造了社区千亩产业示范
园，建成了稻蛙鱼鳅立体种养和胡蜂蝗虫养
殖2个示范基地。

2019 年末，在他和工作队的帮扶下，社
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村
级贫困发生率从 2018 年初的 17.52%降低到
2019 年末的 0.68%；村集体收入从 2 万元不
到上升到16.85万元。顺利帮助村集体从“软

弱涣散党组织”“深度贫困村”涅槃为县“抗疫
先进党组织”“文明村”和“脱贫攻坚先进村”，
实现了深度贫困村的脱贫出列。

两年来，他卓有成效的扶贫成果和敢为
人先的先进事迹在人民网、湖南卫视、《湖南
日报》等各大媒体传播。2019 年底，他被评
为湖南省“担当作为优秀干部”。家人也渐渐
了解到了他工作的辛苦和意义。

带着家人一起抗疫
今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作为

医药类高校的一名教师，他深知疫情防控的
重要性，尤其在防范条件和意识都很薄弱的
农村。因为一直疏于照顾家人，当他满怀愧
疚将自己想回村里抗疫的想法告诉家人后，
得到的是全家人尤其是三位老人的理解和支
持。

除夕当天，不放心他的妻子和女儿执意
陪他一起回村里抗疫。从大年初一到现在的
40 多天，李锋一直坚守在第一线，与村支“两
委”和社区全体党员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精准精细的做好了各项防控工作和后期
的复工复产工作。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自从踏入岩板
井的那天起，他便把这里当成为第二故乡，把
村民当作亲人，把群众的需求作为工作要求，
把群众的满意作为工作目标。他把对家人的
亏欠埋在心里，他坚信“天下没有远方，人间
都是故乡”，这是温暖的滋润、无私的奉献、勇
敢的担当。

真情写就扶贫人生

王 珊 彭国军 匡 肇 田 蕾
翻开千年中医文明卷轴，记载着这样一

个动人的故事。
汉文帝时期，苏耽受命为天仙，天上的

仪仗队降落苏宅迎接苏耽。苏耽在告别母
亲时说，“时年天下将流行瘟疫，咱们家庭院
中的井水和橘树能治疗瘟疫”。后果然瘟疫
流行，橘井救人无数。

“橘井”的故事虽然颇有传奇色彩，但其
中蕴含的中药防疫济世之精神，却在一代代
中医人的实践中传承至今。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中
医中药主动作为，担当防疫战“疫”重任。在
雁城“战场”，衡阳市中医医院充分发挥中药
预防作用，以国家、省、市预防新冠肺炎之方
广济于民。中药“早参与、早介入”，加上严
格的物理防控，有效防止了疫情扩散，守护
了一方安康，演绎出新时代的“橘井泉香”。

雷霆行动打响防疫突击战

除夕夜，家家户户围炉而坐，享受着“春
晚”的快乐时光。在衡阳市中医医院制药间
里，却是机声隆隆、蒸气弥漫，一派忙碌的生
产景象。

自下午5时接到疫情防控预防中药供给
任务，药剂科紧急安排工作人员返岗复工，
煎药房开足马力、加紧生产。院长王诚喜，
主管副院长钟新林与药剂科主任江南“坐帐
军中”，指导药学工作开展。直到凌晨两时，

“白衣战士”们才完成当日生产任务，回到家
中稍事休整，以备明日之战。

这样的场景，在 2020 年这个不平凡的
春天，是衡阳市中医医院的常态。

行军打仗，粮草先行。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衡阳市中医医院未雨绸缪，早
在1月21日我省确认首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之前，就部署做好了抗病毒口服液、蒲
地蓝消炎口服液、藿香正气水及相关中药饮片
等防治药物的储备工作，为战“疫”提供充足的

“枪支弹药”。
1月22日，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

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控
工作的通知》，医院第一时间响应上级主管部
门号召，成立新冠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和中医药
专家组，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特点，制订医院新

冠肺炎的中医药防治方案，并根据国家、省里
出的诊疗方案，结合衡阳当地地域、气候等特
点，因地制宜研究制定预防药方。

1月 23日，衡阳市中医医院发出集结令
——“打好配制新冠肺炎防治药物的突击
战”！采购、库管、制剂、煎药及药房等班组
人员主动放弃休假、齐齐上阵。他们中，有
从老家紧急赶回的“儿子”，有把孩子送回老
家后坚守岗位的“妈妈”，有患陈年旧疾依然
磨枪上阵的“老兵”……面对繁重紧张的制
药任务，他们立下“军令状”：一定以时不待
我的精神，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尽锐出击打好后发攻坚战

大年初三，库房拉响警报——“药材告
急！必须马上采购，以保后续供应！”可正逢
春节假期，加上疫情期间交通管制，物流受
限，所需药材能及时到位吗？

“能调到货的调货，不能调到货的想方
设法也要调到货！”采购人员一个药材一个
药材的核实，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追踪，一
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终于，在衡阳市中
医医院强大的道地药材供应商网络基础上，
在供应商、原料厂等多个环节的通力配合

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将药方中的各类药材
尽数配齐。

“吃得苦、霸得蛮”是衡阳人的性格，也
是衡阳市中医人战“疫”的姿态。为了保证

“后方”供应，他们咬紧牙关克服了一个个阻
力，闯过了一个个难关。

煎药室里，环境潮湿，夹杂着浓重的中药
味。虽然安装了换气扇，但蒸汽夹层锅等设备
散发出的蒸气和热量，使室温达到 30 多度。
每天长时间站立，煎药师们经常全身湿透、双
腿肿胀、腰酸背疼，但他们从不叫苦累，每天重
复着配药、审核、煎药、包装等工序，只为给前
方战“疫”提供充足的“弹药”支持。

库管环节，每天要在最短时间内将中药
从药房转运到库房，再分发到各医院、各单
位、各企业。八九十大袋中药，每大袋有中
药 100包、重量近百斤，一趟搬运下来，常常
累得浑身虚脱，腰都直不起来。八九千包中
药，要逐一核对单位、数量，按单发放。为了
加快进度，他们加班加点，中午不休息不吃
饭也要先把手头工作做完。长时间、高强度
的劳动，让这些药师们累出了腰椎病、低血
糖，但他们“轻伤不下火线”，只为准时将中
药预防汤剂送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2 月 6 日起，根据衡阳市全面推进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安排，衡阳市中医医院开始承
担全市四个城区及“两区一园一城”复工复
产企业免费预防新冠肺炎中药饮片的发放
工作。加上之前提供给医疗机构、政府机
关、社区街道等预防用药，衡阳市中医医院
中药饮片生产任务大大增加。

“平时，我们最多生产一两千包中药。这
次战‘疫’，我们一天要生产八九千包。最多的
一天，发放中药11万剂。”药剂科主任江南告
诉我们。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他们没有被
压垮。药剂科所有人连轴转，其他部门派人手
支援，大家众志成城、攻坚克难，最终确保了预
防用药生产任务按时、按量完成。

全面守护打赢健康保卫战

在湖北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隔离

病区、在武汉隔离病房，来自衡阳市中医医
院和南华大学附一医院的医疗湘军，为了节
约防护服、避免感染，八小时不吃不喝不上
厕所不脱防护服。上岗前，他们总会饮下衡
阳市中医医院精心准备的预防汤药。这既
满足了身体摄取水分的需求，也为他们提供
了防护服之外的另一层无形“护甲”。

在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宏祥分公
司气门分厂生产车间，返岗的工人们挨个测量
体温后进入厂区，喝下一袋由衡阳市中医医院
免费提供的预防中药，戴上口罩加紧作业。热
乎乎的中药汤剂、严格的防控措施，让他们安
心投入工作，保障车间的有序运转。

在国有企业衡钢，衡阳市中医医院先后
四次为一线员工送去了 2 万包抗病毒中药，
持续帮助员工提升抗病毒能力，确保国有大
型企业生产不受疫情影响……

在全市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一线，衡阳
市中医医院为一线广大医务人员、一线工作人
员、湖北返衡人员以及密切接触者、一线返回
隔离点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复工复产企业等各
类人群，广泛提供预防新冠肺炎药剂和香囊，
进行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

该院已向防疫一线医务人员及社会各
界发放中药预防汤剂13万余包，免费发放香
囊1000多个；为570余家企业发放免费预防
中药饮片37万余剂。同时，为更好地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该院还派出药学人员深入衡山
科学城、综合保税区等地的多家企业指导科
学煎煮中药。

一付付飘香的中药，一次次暖心的助
力，为全市疫情防控“战场”打造了一个个看
不见的“防护网”。在物理防控和中药预防
的双重作用下，截至目前，衡阳市实现了医
护人员零感染、一线工作者零感染。

“不获全胜，我们绝不轻言胜利！”王诚
喜说，“下一步，康复出院的确诊病人和一线
医护人员进入隔离阶段，企业逐步复工复
产，学生复学，中医药预防责任重大。衡阳
市中医医院将不计报酬、不问投入，以最快
速度、最强力量提供最佳保障，持续守护衡
阳人民群众平安健康！”

己亥末，庚子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身处前线的“中医湘军”率先吹响了战“疫”集结号。衡
阳市中医医院——一个烙印着全国中医发展里程碑会议（1982年“衡阳会议”）的医院、一个68年始终坚守中医特
色的医院——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主战场，以中医智慧、中医力量巧斗“疫魔”、护民安康……

“橘井泉香”护安康

衡阳市中医医院战“疫”素描（二）

免费提供中药汤剂。

（图片由衡阳市中医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