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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采访到向丰生本人。所知道的一切，
都是村支书邓卫国告诉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正月初四，太阳刚刚从山顶拱出来，清浪乡的
向丰生来到皇公坪村鸡公岩片区监测点，怯怯地对
值班人员说：“我想请问下，我个人可以播放村里的
疫情防控音频吗？”值班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是这样的，我们村面积大，零散得很，宣传起
来难度大，我想参与到你们疫情防控的队伍中来，
做一个流动的宣传员。我用自己的摩托车绑上音
响，用手机蓝牙连接，每天到各组转转，我想自己骑
车把村里播放的这个防疫广播传到家家户户去。
我不要村里给我任何报酬，就想告诉大家不要出
门，莫惹毒上身。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皇
公坪村支书邓卫国满口答应。

说干就干，向丰生回到家，马上用绳子将音
箱绑在自己的摩托车上，开始在村里各组之间走
家串户。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无论天晴还是下
雨，在皇公坪村鸡公岩片区都可以看到向丰生的
身影，在乡村小路上忙碌着。

清浪乡皇公坪村由原鸡公岩村、伍通庙村、
皇公坪村三村合并而成，全村共38个村民小组，
685 户，2529 人，村域面积约 42 平方公里，群众
居住分散，组与组之间最远相隔近5公里。有些
山区高一点的组，道路积有厚厚的一层雪，来往
各组进行宣传，难度颇大。向丰生不怕苦，不怕
累，也不怕寒风刺骨，一心只想把疫情防控知识
宣传到户。每天吃完早饭，他就骑着摩托车从家
中出发，绕全村各组一圈，大约有近30公里的山
路。从大年正月初四开始，一天也没有间断。

今年50岁的向丰生是清浪乡皇公坪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并不富裕，而且左手残疾，妻子张桂
香也是残疾人。他说：“作为贫困户，一直是国家
在帮助我，我想在国家有难、人民需要的时候，尽
一份自己的责，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用实际行
动回报社会。”

行笔到此，我的脑海里，不断涌出一幅画面：乡
间小道，一辆摩托车，一位残疾人，一个用绳子绑着
的音箱，不断播放着：乡亲们，防疫病毒期间，请戴口
罩，勤洗手，不要串门，不要聚集打牌……

听到这声音的，不只是乡民们，还有乡间随
处可见的蓝天白云、山川树林、鸟兽鸣虫……

王天明

2 月 11 日的疫情公布让我立马紧
张了起来。

“你网格里出现了一例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病人？”我问儿子。“没有。”儿子
回答得干净利落。

“怎么没有？都在网上公布了。”我
焦急中带着几分生气，质问着。“我的网
格里哪个小区、哪栋哪个单元哪套房住
的哪些人，我的脑子里清清楚楚，我的
台账上记得明明白白。”儿子自信地说。

“那是公布搞错了？”我气愤地追
问。

“不是。患者以前是住在我的网格
里，他几年前就搬走了，我这边的房子在
出租。公布上写的是身份证上的住址。
我已经与患者所在的网格员联系上了，
患者进了医院，所有接触者都摸清了，正
在隔离中。”儿子不慌不忙地说。

我紧张的心终于轻松了下来。打
好这场阻击战的关键，就是要对辖区内
居住的人群情况明、底子清。这点我对
儿子是有信心的。

我的儿子是一名“格格”——社区
网格员。

早在 2016 年，岳阳市岳阳楼区就
开始对全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将辖区划
分为652个网格、配备了652名网格员，
一人负责一个网格。网格员上任后第
一个规范性动作就是入户调查，把本网
格里居住的人员、所属的企事业单位、
门店逐一上户登记上传，建立台账和微
信平台。然后按照居住的小区选出栋
号长、志愿者做协助，构建起联防联治
的基层网络。每日巡查是网格员的第
二个规范动作，主要任务是及时了解掌
握居民的动态和所需，谁外出了、什么
时候回、楼道路灯亮不亮、谁生活上有
什么困难……随时与居民互动。时间
一久，网格员与居民成了朋友，居民对
网格员统称为“格格”。格格们不但知
道哪栋哪单元什么房子住的什么人，叫
什么名字，有的甚至还喊得出小名来。

岳阳楼区是岳阳市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与湖北接壤，有近7万湖北人
在楼区经商就业，控制疫情，首要的就
是要摸清、排查出发生疫情后去过湖北
特别是武汉和从该地返回的人员。

“我是网格员罗旋，在这里给您拜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我以
电话和微信等形式挨家挨户摸排，还望
您配合我们的工作……”大年初一，罗
旋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新年工作。群发
了400余条微信后，他收到了一户户居
民的回应和点赞。网格里的党员、楼栋
长、志愿者立即行动起来，参与到共同
摸排辖区内湖北来人来车的工作中。

冷水铺社区第六网格-021-002居
民张某嫁在湖北监利，却常住该社区。
网格员知道张某一家 5 人到湖北走了
亲戚，第一时间到其家，要求其居家隔
离。小湖湾网格员收到群众反映，网格
里李某与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龚某是
同事。收到反映时是晚上8点多，李某
却去向不明。网格员打开系统，调出李
某联系方式，与其取得联系，了解到李
某、龚某还有刘某、张某四人一起还吃
过饭。网格员与社区负责人连夜赶往
李某等三人住处，要求全部居家隔离。
邹忠，华中农业大学副研究员、博士，1
月 20 日从武汉回岳阳过年，网格员孙
亚慧及时上门采集到了他的信息，阻击
疫情一开始，孙亚慧再次入户对其登
记、上报，将其列入居家隔离监控观察
对象，每天两次与社区医生上门对邹博
士测量体温……

根据网格员对居民情况清、底子
明、人员熟的特点，阻击疫情的战斗一
打响，岳阳楼区就组织 2000 余名干部
对全区开展了地毯式的排查，共摸排出
6217人，居家隔离5961人，其中发热咳
嗽 118 人，累计收治到定点医院的 116
人、采样检测 110 人。到 2 月 26 日止，
在确诊的 62 名新冠肺炎病人中，没有
一人是二次感染。

岳阳楼区的社区网络，652位网格
员不仅建立了连着家家户户的微信平
台，还在区设立了总平台、乡（办）设立
了二级平台，居委会为三级平台，一个
以区为指挥中心到乡（办）、村（居委
会）的服务网络早已形成。区指挥中
心发布一个信息，网格员接收后立即
转发给每个居民。这是一个完整又权
威的网络系统：某地路灯不亮、污水泄
漏等，网格员只需就地拍照上传到区
网格中心，中心后台接到信息后会自
动转至相关部门进行限时处理。为居
民办理医保、低保、老年证、乘车证等
服务，网格员也是通过微信平台联
络。平台密切着居民关系，服务着居民生活
点滴，成为了居民生活的暖心网络。

“新型冠状病毒主要通过什么途径传
播？”“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预防？”2 月 8
日，白杨坡社区书记许莉带着网格员与居民
在微信网格群中玩起了“迎新春元宵佳节，防
疫知识伴我行”的问答活动。他们将预防新
冠病毒的相关知识融入其中，一方面可以打
发居民在家隔离的时间，缓解紧张气氛，另一
方面能让居民们以“猜灯谜”的形式铭记防疫
知识，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发热了怎么就诊？”
“及时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不要坐公交车，要戴好口罩”！
“要去定点医院——市一医院南院。”
……
元宵节这天，年丰巷网格员也在居民微信

群里组织防疫答题赛，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争
相抢答。网格员张淳茜用体温计作为奖品。

“社区疫情防控，网格群发挥了大作用呀！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通过网格群了解相关信息
的，真是多亏了网格员的宣传。”七里山社区居
民傅先生说。自开始疫情防控以来，岳阳楼区
网格员向外发放相关宣教资料20万余份，上门
面对面宣传数万余户，发送科普微信、抖音50余
万条，在“网格岳阳楼区”微信公众号发布防疫
相关文章上百篇，每篇点击率都达10万次以上。

“食用盐3包、白醋两瓶、苹果8个……”2
月2日一大早，网格员王三晖又接到一笔“代购
单”，帮武汉返岳隔离对象购买生活用品。这样
的工作对于岳阳楼区652名网格员来说，是最
平常的事了。帮助网格里的老人、残疾人等特
殊人群代买食品、药品，办理相关证照，是他们
工作的一部分。只是在疫情中工作量加大了。
他们通过居民微信群“接单”，采购蔬菜、水果、
鸡蛋、大米等生活物资为居民送货上门。为及
时掌握居家留观人员健康情况，为居家留观人
员上门送口罩、体温计和药品等防控物资，在防
疫期间成了常态。

居民群众的需求就是网格员的追求。
“你好！我是住市公路局小区的邹忠，我有

急事要去武汉。”网格员孙亚慧接到邹博士的电
话时，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不是逆行吗？一问才
清楚，原来邹忠接到了去武汉参加湖北省

“2019新冠肺炎应急科技攻关研究项目”的通
知。散会后，如何帮助邹忠顺利返回长沙，孙亚
慧又忙开了。邹忠14天隔离期满后，桃花山社
区负责人和网格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
生来到邹忠家中，将一份网格员、街道联点干部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社区家庭医生“三包一”
责任人签字盖章的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交到邹
忠手中，使他顺利返回了科研岗位。

网格员是新型职业。岳阳楼区600余名网
格员大多数是从大专院校中招录的，大多是“90
后”“00后”独生子女，被认为是娇生惯养的一
代。然而这批“格格们”却用实际行动展示自己
的独特风采。

陈珊是炮台山社区的网格员。1月21日，
她网格里出现了一位确诊病例，病人家属作为
密切接触者开始居家隔离。从那一天起，她不
仅要关注病人家属居家隔离情况，为其提供必
要的生活服务和心理疏导，还要不停走访社区
内其他居民，进行防疫宣传和社区服务。

网格员许梅，中共党员，一位刚出月子的妈
妈。疫情工作存在一定的风险，她断了刚满月
儿子的奶送给父母带，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在家
中单独居住。

……
虽说岳阳楼区新冠病例已经连续零增长，

但疫情还没结束，格格们还是不顾白天黑夜坚
守在自己的网格里，同全区人民共同阻击病
毒。网格里一些小门店都在申请开门营业，得
家家落实防疫措施，这项工作完成了又有新的
工作等着他们。

社区工作就是服务民生，让居民暖心，这项
工作永无止境。

那几日，天气似乎也和杨昌妹老师过不去，
总是阴雨绵绵。1 月份就已退休的寨阳小学二
年级班主任杨昌妹老师，因为联系不上班上的三
位学生而心急如焚，在学校工作群和其他群里四
处求助。

自大年初四起，学校在班主任工作群里布置
了学生疫情信息摸排工作，对本班学生、家长的
假期动向和身体状况进行排查，并做好登记，要
求摸排全覆盖，不能漏掉任何一名学生。

摸排过程中，杨昌妹老师班上的石远生、罗
月美和杨兆安三位同学的家长联系不上，他们既
不在班级微信群里回复，电话也一直打不通，留
言也不回，不由得让杨老师担忧起来，于是四处
发信，多处求援。在杨老师感染带动下，本班罗
涛同学的妈妈不辞辛劳从坪朗村上寨跑到下寨，
上门问清了罗月美同学的情况。寨阳村干部罗
芬同志通过寨阳村民微信群落实了杨兆安同学
的信息。在四年级班主任张爱玲的帮助下，终于
通过四年级学生摸准了石远生同学的情况。三
名学生的情况摸实，完成了学生摸排全覆盖，这
才让杨老师悬着的一颗心稳定下来。

“孩子们，今天身体状况如何？”“孩子们，接
龙报平安了……”自疫情发生以来，杨老师每天
睁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新闻看疫情，然后
在学生群里让孩子们接龙汇报身体状况。那颗
一直悬着的心，随着群里一个一个接龙的回复

“健康”而逐渐踏实。
不仅如此，面对这个“加长版寒假”，杨老师还

通过班级微信群进行在线指导：指导孩子在家里上
网课，引导孩子在家每天坚持诵读古诗词，阅读课
外书，鼓励学生培养书法、唢呐、古筝等特长爱好，
号召学生每天坚持锻炼，帮爸爸妈妈做力所能及的
家务活等等，学生把照片和作业发到群里面，每次
杨老师都给予及时肯定和指导。

杨昌妹老师只是所有乡村教师中的一个缩
影。在阻击疫情的非常时期，各校活跃着一大批
这样的优秀老师。他们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主
动作为，用不一样的方式战“疫”，为疫情防控做
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自从网上公布了中药防疫的方
子，一时间，传承与发扬中国的中医
药文化成了热门的话题。在城里，我
们能找到买中药的药铺。但在乡村，
由于交通条件限制，乡亲们这方面的
预防似乎有点力不从心。而乡村老
中医李生清不顾山高路远，多次上山
挖草药熬制中药，免费为村里的易地
扶贫搬迁户提供中药、预防疫情的故
事，在明溪口镇黄秧坪社区传为佳
话。

家住明溪口的李生清老人今年
72岁，从医50多年，2011年6月从明
溪口镇医院退休。当李生清老人从
新闻中得知，有些中药对新冠肺炎有

预防作用，就坐不住了。大年初二那
天，老人独自一人出门，顶着寒风冷
雨，来到离家几里地的大山上挖了满
满一背篓中药，回家洗干净，用大锅
熬制好，分发给当地易地扶贫搬迁
户，一人一汤碗，用来预防病毒。李
生清老人数次上山采药熬制中药，让
当地212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受益。

“为乡里乡亲做点小事，不值一
提。比起那些在一线工作的医务工
作者，实在是微不足道。”李生清老人
说道，“以后还要继续上山采药，多熬
制些中药。”

一碗汤药一份深情。从李生清
老人的中药中，我看到了医者仁心。

看了青年医师杨宇林的“疫情日
记”，除了感动，更多的是鼓舞。

杨宇林是家乡沅陵的一名呼吸
及危重症科的医生。大年初四，她随
湖南省支援湖北疫情医疗队前往黄
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进行支援。

杨宇林在日记里说：其实一开始
我们也好害怕，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
绪。但是，任务来了，放下悲伤，擦干
眼泪，到了隔离区换上装备就投入了
战斗。一进入污染区就面临着繁重
的工作，消毒，查房，一共 104 个患
者。

当查到 41 床的时候，发现患者
的血氧饱和度在 70%左右，呼吸是
40-50 次/分，精神很差，胸闷，呼吸
困难，立马询问白班相关情况，脑海
里拉起警报。她在日记中记录：经过
一番积极的抢救，半小时后 41 床病
人血氧饱和度上升到85%左右，但是
胸闷仍较明显。患者是个36岁的男
性，他拽着我的手不放，那种恐惧我
完全懂得，他是我的同龄人。我握着
他的手告诉他：一定要相信自己，也
要相信医生。说完我自己都哽咽
了。带着呼吸机面罩，他很努力的要
跟我说话，我始终没有听懂他说什
么，只是拽着他的手说：一定要好，一
定要好起来……

杨宇林在日记里说：每天都在小
心翼翼中度过，还得不停地思考出现

的问题。穿了防护服不见得一定是
安全的，走路要小心防止刮破；用笔
要小心，避免戳破衣服；与外界电话
沟通时，尽量用免提，不要靠近面部；
与患者沟通更要小心，他们内心是恐
惧的，情绪也很不稳定，防止病人扯
破；不要扶眼镜，不要抓痒，护目镜糊
了也不要乱动，鼻涕流了就只能让它
留着，冷了就冻着，出汗了就忍着，保
持情绪稳定，注意手卫生。细节决定
安全，谨记。

他们的第一位患者出院啦！杨
宇林在日记里写道：“太开心了。过
两天，那个9岁的小帅哥应该也可以
出院了，我得把所有的祝福送给他
们，把所有的健康留给他们。我相
信，也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抗疫成功。”

……
杨宇林医生的“战地日记”满满

的正能量，也让人泪目。不仅感动了
患者，也感动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家
乡人以她为骄傲，她是家乡优秀的女
儿，她也是当下千千万万个最美的逆
行者之一。她们用大爱，用忠诚，用
担当，抒写着时代的青春之歌。

此时的我，站在沅水岸边。有阳
光从对面的苍山顶端覆盖下来，大片
大片的阳光，涂满村庄灰暗的瓦楞与
檐子，那么恬静，那么安详。

满目青山，两江春水，绿满微风
岸，“舍南舍北皆春水”。

张雪云

回首水云何处，只道世事无常。新
冠肺炎，如潘多拉魔盒里的怪物，一下
子狰狞着跑出来，试图掩埋2020年春

天的脚步。
总要做一些什么，来交付于这个特

殊又难忘的春天吧！我得用笔记录一
些，发现一些，见证一些。走近家乡沅
陵那些一直战斗着的他们，平凡的他

们，他们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能做的
和应该做的一切。千千万万个感人的
故事中，这只是片段掠影。但平凡的他
们，离我真的不远，甚至就在我的身
边。一切皆真实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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