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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黄军山 侯凌龙

长沙啥时开学？大家都在期待新的消息。
记者 3 月 19 日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目前，长
沙市各学校已做好开学准备工作，将错峰开
学，有序开学。

3 月 19 日上午，一场疫情防控模拟开学演
练活动在长沙市雷锋学校开展，模拟学生的
老师们持健康卡接受查验、行李喷雾消毒、接
受体温检测……接下来，还会有明德天心中
学等一些中学进行开学预演，师生校园相见
为期不远。

教育局：有方案，有细则,有物资储备

3 月 19 日，在长沙市雷锋学校模拟开学演
练活动现场，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缪雅琴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沙已出台了开学工作
方案、应急预案和食堂管理、公寓管理等 5 个
细则，指导学校制定完善了各项制度和工作
流程。

前期，长沙市教育局要求各大学校精准摸
排了学生和教职员工身体状况，建立了健康
卡；指导学校开展环境消杀，长沙市教育局与
省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联合开展“大爱护
航消毒灭菌防疫”公益活动，募集企业免费为
城区 100 所中小学开展室内环境消杀；各校组
织师生员工及家长学习防控技术方案，了解
开学前、开学后各阶段的防控要求和应急处
置办法。目前，长沙各学校按照“一校一策”的
要求，做好了分层错峰开学的方案，不日将有
序开学。

“我们做好了物资准备。”缪雅琴告诉记
者，目前仍在协调购买口罩，保障第一批开学
的师生使用。

各学校：做好万全准备，等师生归来

3月19日上午，记者在长沙市雷锋学校的模
拟开学演练活动现场看到，与以往不同，学校门
口不少老师“严阵以待”，守在好几处“关卡”前。

一位“同学”戴着口罩，提着行李箱，先到“健
康卡查验处”，就居家最近14天的健康信息进行
查验确认，然后进行体温检测，没问题后对行李
箱进行消毒，再通过“校园热成像人体测温筛查
设备”扫描后进入学校。

进校门后，与往常不同的是，学校还在报到
处特设了心理咨询台，从心理层面帮助有需要的
学生疏导心理问题。学校教学楼里，每层的卫生
间配备了洗手液、纸巾，水龙头上方还张贴了“7
步洗手法”的提示。每间教室按照不超过50名学
生的要求，每天中午和晚上两次对教室消毒。

课外活动要求不聚集，每天还会对一些体育
设施、器材进行消毒；学生就餐时，不准交头接
耳，原来可坐 8 人的桌子，只安排 2 人入座就餐，
并实行分班分食堂制；寄宿学生晚自习回寝室
后，需要进行晚检，第二天早晨出寝时，寝室长还
会对寝室成员进行晨检。

“在每栋楼,我们还配备了隔离观察室，一旦
发现有学生身体异常，可就近尽快对其进行隔
离。”雷锋学校校长章捷告诉记者，该校老师大
年初三就已复工，一直在为开学做准备，一个个
流程制定细则，确保师生安全。

当天下午，明德天心中学也进行了一场开学
预演。长塘里小学则制定了校园防控手册，告家
长书，学校内配备了红外成像测温仪、口罩、消毒
液、洗手液、体温枪等防疫物资，学校内的全面消
杀工作也已完成，校园内干净整洁，春意盎然。

据了解，目前长沙各中小学校已对校园内外
环境全方位、无死角进行了清扫、消毒，对所有师
生、校内从业人员提前做好了信息摸排和有关培
训，全力做好开学准备。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叶建武 杨庆怀

按照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一部署，3月 19
日，湖南图书馆正式适度有序开放。

上午 9时开馆，8时 20分就有几位爹爹娭毑
在入口处等候。他们告诉记者：“好久没来图书馆
看书了，怪想的。”

在前一天的通知上，湖南图书馆公布了两种
入馆方式：预约入馆和现场入馆。开放时间 9 时
至 16 时，每天接待入馆读者不超过 1200 人，实
时在馆人数控制在300人以内。读者在馆期间须
全程佩戴口罩，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以上距离。

记者通过“湖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顺利预
约到3月19日上午9时至12时入馆。在入口处扫
码验证、出示身份证、体温检测合格后，获得一张

“单次入馆通行证”。现场入馆的读者登记本人身
份证、个人信息，填写《读者健康承诺表》，体温检
测合格后，获得通行证。

记者进入馆内，通风良好，电梯、空调关闭。
工作人员介绍，每天全面消毒一次。

开馆不到 40 分钟，位于一楼的综合图书借
阅室内陆续进来了四五十位读者，男女老少都
有。供读者看书的桌椅相距1米以上，一人一桌。

“此前，我借了5本书，归还日期均在2月份，
怕滞纳金太多，看到开馆赶紧来还。结果没有收

取我的滞纳金。”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陈三金说。
工作人员告诉他，考虑到疫情影响，该馆特

意出台了政策，归还日期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3月19日之间的书刊，均免收滞纳金，2020年12
月 31 日（含）前归还即可。此外，疫情防控期间，
当天还回的书刊不立刻流通，进行专业消毒杀菌
后才会再次供读者借阅。

陈三金感叹，图书摆放合理了很多。工作人
员介绍，闭馆期间，馆内各项工作没有停。为了方
便读者，他们特意重新整理了所有书刊。

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高二学生刘美姣精心
挑选了几本文学类书籍。她说：“我一直在关注开
馆信息，一开馆就来了。疫情防控期间，湖南图书
馆提供了许多免费的网上阅读资源，但我觉得看
实体图书的感觉更好。”

目前，湖南图书馆各借阅窗口、办证处均已
开放，自助图书馆、数字体验区、学习室等暂不开
放，暂不组织讲座、报告、大型会议等聚集性活
动。

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处室介绍，截至
3月 19日 17时，全省有湖南图书馆、湖南省文化
馆、长沙图书馆、浏阳市图书馆 4 家公共图书馆
和文化馆恢复开放。后续几天，各级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将分区域分项目陆续恢复开放，均严格遵
守疫情防控要求。

全省4家公共图书馆文化馆适度有序恢复开放——

“省图”探馆记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医疗物资分发、物流配送、消毒喷洒、巡逻作
业……在科学抗疫最前线，无人驾驶车组成一道
道特殊防线，保障着疫情期间“最后一公里”的安
全。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随着疫情好转，湘江新
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也在这个春天按下了“加速
键”。

“我们老两口都不会开车，现如今也做了一
回‘潮人’。”3 月 16 日，梅溪湖畔，家住长沙市开
福区的傅爷爷预约成功后，带老伴赶来试乘自动
驾驶汽车Robotaxi，下车后还意犹未尽，“车子一
路都很平稳，遇到障碍会自动减速，转弯变道还
会打灯，真是先进！”

其实早在2月20日，这款由百度阿波罗与中
国一汽红旗联合研发的国内首批量产L4级自动
驾驶乘用车，就在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
区复工，恢复了测试运营。记者从湖南湘江智能
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简称“湘江智能”）了解
到，目前，赢彻科技、希迪智驾、中车、三一等湖南
本土合作车企都已经陆续展开测试。

近年来，长沙市以湘江新区为核心，积极布
局和培育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陆续实现了开通国
内首条智慧公交示范线，启动全国首条基于 5G
V2X 技术、支持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与示范应
用的智慧高速，开通国内智能化改造范围最广、
道路类型最全面、安全防护最严密的城市开放道
路，开发全国首个智慧共享出行示范项目等多个

“全国第一”，打造“自动驾驶第一城”迈出了坚实
步伐。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建
设提速时不我待。”湘江智能副总经理高培基介

绍，目前，结合“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竞赛
活动，测试区正围绕应用场景这一核心牵引，加
速拓展产业生态。除了智能系统检测实验室、测
试区场景完善项目、智慧高速项目、开放道路智
能化改造项目 4个续建项目外，还将新开工智能
网联云控管理平台项目和智能网联汽车检验检
测总部及产业孵化基地项目。

良好的产业生态，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发布一系列政策、一次性颁
发 4种测试牌照等基础上，湘江新区正着力加快
实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火炬计划”和“头羊计
划”，将围绕智能网联汽车传感器、智能网联汽车
计算平台等 7 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细分领域深
耕细作，扶持培育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领域中的
1至2家技术领先、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长沙本
地“头羊”企业，推动长沙智能网联核心技术全面
赋能智慧交通。

“去年下半年启动试乘活动以来，Robotaxi
已经接待试乘者700多人，自动驾驶里程超过15
万公里。”湖南阿波罗智行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在长沙实现商用牌照的发放已经
十分可期。

除了阿波罗智行发力商业化运营外，华为、
希迪智驾、中联环境等湘江新区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生态企业，也纷纷在自动驾驶云服务、智能网
联产品交通解决方案、智慧服务等领域加快探索
步伐。

据悉，今年湘江新区将联合长沙市相关部
门，通过城市道路车联网改造、专用车辆车载终
端基础平台改造及特定场景智能网联运营应用
等，加快商业运营步伐。业内人士表示，其“头羊”
标杆效应，将有力带动长沙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与
智慧城市加快融合。

援黄冈 有“湘军”
医疗“湘军”奋战湖北——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3月19日，黄冈市黄梅戏大剧院前，湖
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摆出“同江同湖、湘
互扶持”的字样，用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的
方式，为黄冈人民加油。

歌声回荡在天空。附近居民闻声而动，
打开窗户，关注着广场上的一举一动。有的
黄冈市民朝着大剧院方向，拼命地舞动国
旗。有的附近居民铺纸研墨，迅速写下“大
爱无疆”和“医者仁心”两幅书法，一路小跑
送到湖南医疗队队员手中。

湖南医疗队要回家了！一时间，附近
江岸名都小区的微信群里炸开了锅：“他
们在黄冈两个月，救了那么多人的命，是
我们的恩人啊。”“希望他们能在黄冈多

住一段时间。”“我们也在窗口给他们唱
一首歌吧。”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老湘，
舍不得你……”

该小区综合党支部书记郝诗光看到群
内热议，先是引导大家在窗边齐喊口号，由
于距离太远，湖南医疗队队员们没有听到。
有些着急的郝诗光提着喇叭来到队员们面
前，高喊道：“感谢湖南人民，感谢你们为黄
冈人民拼过命！”

湖南医疗队队员们用热烈的掌声回
应。“谢谢英雄的黄冈人民，谢谢黄冈人民
的深情厚谊，我们会永远铭记与黄冈人民
在一起相互扶持、并肩战斗的点点滴滴。”
湖南省支援黄冈市新冠肺炎防治前方指挥
部总指挥高纪平说。

（湖南日报黄冈3月19日电）

“0”新增

湖南日报黄冈3月 19日电（记者 邹
晨莹 辜鹏博）今天，湖南省对口支援黄
冈市抗击疫情工作座谈会在湖北省黄冈
市召开。

座谈会上，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动情地说：“湖
南医疗队派来了最优势的力量，收治了
最危重的患者，第一时间上了战场、进了
战壕，不讲条件、不讲价钱，对黄冈的抗
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他代表
黄冈市委、市政府，向湖南省支援黄冈市
新冠肺炎防治前方指挥部赠送写有“惟

楚有才湘医无愧，援黄抗疫妙手留芳”的
锦旗。

慷慨赴沙场，白衣做战袍。为感谢湖
南医疗队队员驰援黄冈的深厚情谊，黄
冈市政府授予 619 名湖南支援黄冈医疗
队队员、14 名随队新闻工作者“黄冈市荣
誉市民”称号。

湖南省支援黄冈市新冠肺炎防治前
方指挥部总指挥高纪平感谢黄冈市委、
市 政 府 和 黄 冈 人 民 无 微 不 至 的 关 怀 照
顾，代表湖南医疗队向黄冈市委、市政府
送上感谢信。

各学校已做好准备——

长沙开学在望

疫情催热“无人”刚需
——湘江新区按下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速键”

湖南省对口支援黄冈市抗击疫情工作座谈会召开

湖南医疗队队员和随队新闻工作者
被授予“黄冈市荣誉市民”称号

湖南医疗队摆出“同江同湖、湘互扶持”字样，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为黄冈人民加油。黄冈人民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

“老湘，舍不得你……”

3月19日，湖北省黄冈市黄梅戏大剧院前，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摆出“同江同
湖、湘互扶持”的字样，用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的方式，为黄冈人民加油。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3月18日0-24时，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
为0例。 漫画/刘谦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熊妮 雷云

“您要安心治疗，让儿子放
心。您的儿子在武汉战斗，作为
家乡人，我们一定会尽力治疗
您，让他没有后顾之忧。”3月19
日，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邓
志明来到心血管内科二病区，专
程看望援武汉白衣“战士”陈祖
辉的母亲汤代书。

“感谢你们，现在我每天晚
上都能睡个好觉。我一定积极配
合治疗，不让一线的儿子分心。”
看到邓志明和主治医生，汤代书
笑靥如春。一提到儿子，她又心
中牵挂，转过头悄悄抹眼泪。

陈祖辉是暨南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院感办主任，常德澧县
人。作为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领队，他在除夕之夜率队奔赴武
汉，至今依然战斗在武汉市汉口
医院。在武汉战斗的近两个月，
他不畏艰辛、不惧风险，每日认
真排查感染风险，保护患者的安
全，被誉为优秀的“侦察兵”“排
雷兵”，得到广东省援鄂医疗队
前线总指挥部的高度肯定。

汤代书今年 76 岁，患有高
血压、冠心病和类风湿性关节
炎。陈祖辉的大姐陈梅芝告诉记
者：“弟弟每年都回来看望父母

两次。2018 年 5 月开始，他援藏一年。原计划
过年回家看望父母，可是疫情发生，他毅然上
了前线。”

战“疫”以来，陈祖辉没向单位提出过
任何困难。直到 3 月 7 日，他得知母亲病情加
重，需要从澧县转院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才不得已向医院说明。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暨南大学硕士、博
士生培养基地。得知情况后，暨南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立即给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函，请求
加强对汤代书的救治，让陈祖辉能心无旁骛地
投入战疫斗争。

“汤代书刚转来时，全身浮肿，呼吸困难，
不能平卧，是典型的冠心病缺血性心脏病，导
致心力衰竭。我们第一时间协调床位，组织心
血管内科、血液科、风湿免疫科和呼吸内科联
合会诊，采取综合治疗。目前，病人心力衰竭已
有效控制。”说起汤代书的病情，心血管内科主
任、主任医师葛良清了然于胸。

为了让陈祖辉放心，邓志明随时与他保持
联系，沟通病情，并宽慰道：“您在前线安心战
斗，您的母亲我们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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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聂沛 唐曦

3月19日上午9时许，阳光和煦，衡阳支援
湖北医疗队隔离点暖意融融。两天前，南华大
学与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32名队员从湖
北返乡，在此进行隔离休整。

“突然放松下来，一时间都不知道要干些
什么。”南华附一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雷正
文笑着说。

原本以为，这群“逆行战士”可以放空身心
好好休息。可记者一了解才知道，他们可“闲不
住”——

练瑜伽、跳绳，为隔离期后工作和生活积
蓄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收集病例、撰写论文，
总结在武汉方舱医院的救治经验，以供今后应
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作参考；网上陪孩子
上课、检查作业，补回缺失的亲情……

32名队员的14天隔离期计划，可谓“花样
百出”。

“医院还给我们送来了不少历史文化类书

籍。”雷正文挥了挥手上厚厚一本《全球通史》
说，南华附一医院各党支部书记还与他们进行
网络视频通话，通过聊天缓解他们的心理压
力，解决疫情期间的心理问题。

由于在方舱医院长期穿着防护服、戴着口
罩，耳朵上、鼻梁上都被压出了深深的印痕。

“医院还为队员们送来了专用药膏，能更快更
好地祛除印痕，贴心暖心！”南华附一医院肝胆
外科护师华景莹说。

虽然队员们已回衡阳，但隔离期依然只能
用视频、微信等方式慰藉思亲之情。

“爸爸，你喜欢我做的小礼物吗？”
“很喜欢，谢谢玥玥。我们的玥玥长大了，

知道心疼爸爸了。”
南华附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生苏华

正与女儿苏玥打视频电话。他们口中说的“小
礼物”是苏玥亲手做的水果沙拉。几天前，苏玥
知道爸爸即将回衡，就想着准备些小礼物送给
爸爸。3月17日傍晚，苏玥急匆匆吃完晚饭，拉
着妈妈一起做水果沙拉。

当时，苏玥的右手掌玩耍时受伤了还缠着
绷带，依然坚持用左手把水果洗干净，均匀地
涂上沙拉，插上牙签。“圣女果有丰富的维生
素，可以给爸爸补充营养。”苏玥说。

当晚7时35分，迎接医疗队员的大巴车缓
缓驶入隔离点，苏玥跟着大巴边走边看，急切
地找寻爸爸苏华的身影。

“爸爸，我想抱抱你！”看到爸爸下车后，苏
玥撒娇大喊着。

“现在不可以。等过一段时间爸爸回家了，
再好好抱抱你！”隔着好几米远，苏华张开双
臂，和女儿来了个“隔空拥抱”。

匆匆见面后，拭去眼角的泪水，苏华便跟
着大部队进入隔离点了。“爸爸能平安回来，我
心里很高兴。希望爸爸能早点回家，再好好抱
抱他。”苏玥说。

隔离不隔爱。鱼粉店、烧烤店、奶茶店等衡
阳餐饮店也纷纷为医疗队员们送去温暖。

3月 18日早上，衡阳一家本土鱼粉店为每
位队员精心准备了鱼粉，送到隔离点。“我们也
做不了什么，只能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希
望这一碗鱼粉能慰藉医疗队员们的乡愁。”鱼
粉店负责人彭海军说。

14天的隔离休整，既是队员们整装休息的
时间，也是他们蓄势待发重回岗位的酝酿。

我们会充实地度过14天
——衡阳32名支援湖北医疗队员“花式”度过隔离休整期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