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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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晨莹

关于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
24 小时不间断直播成为庚子年第一“网
红”：远景的固定机位对准大型工地，除了
机器轰鸣没有任何旁白或解说，只见人影
却根本没法看清镜头中的人物表情。可就
是这样单调枯燥的画面，吸引了 5000 多
万人围观，呈现出令人忍俊不禁的排浪式
评论。

网友自我调侃为“闲疯帝”,称叉车是
“叉酱”、推车是“推酱”、压路机是“多尔
衮”、连入镜的几棵桂花树也成了“吴三
桂”；“基建狂魔战病魔”“挖掘机天团奥利
给！”……评论区的字里行间，跃动着“苦
中作乐”的健康心态，也迸发出滚烫热情。

“云监工”们以这样一种特别方式为武汉
加油——我们不仅是与疫情赛跑、与时间
赛跑的防控工作的旁观者、声援者，更是
监督者、参与者。

社会心态既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
能量。疫情发展至今，舆论和公众已不像
初期那样慌乱和紧张，不再“心态崩坏”

“严重恐慌”，而是进入了相对理性、冷
静、平稳的观察期。连续多日神经绷紧，
确诊数字持续牵动人心，治愈出院病例
着实令人欣慰。亦喜亦忧之余，公众也有
了清醒认识：新增确诊病例的攀升不等

于疫情失控，治愈病例也不等于防控疫
情取得阶段性胜利。我们一直在与时间
赛跑、与病毒死战，健康心态的培育也应
同步跟进。

健康心态，一部分源自于确定性。将
施工过程搬到网上，让网友们看到一线
建设者鏖战正酣，也看到了统一指挥、调
度有序的工程进度。预期确定了，心态就
平常了。疫情防控的方方面面亦是如此，
每天全国各地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已成为通报疫情、回应舆情、联动
社情的桥梁；我省实行“零报告、日报告”
制度，让疫情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地置
于阳光之下。其实，不妨更多公布一些群
众关切的信息，让疫情防控走向有更大
确定性，即便一时半会仍需隔离，也可以
让群众对战“疫”多一点耐心、对胜利多
一份信心。

不拒风雨也乐见风景，无惧寒霜又
喜见寒梅。当此战“疫”关键阶段，健康
心态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极佳的抗病

“疫苗”。在众多的网友起名中，有一个
名字格外触动人心——“白居易”，意为
居住在白色的房子里很容易痊愈，大大
稀释了焦虑情绪，传递出万千网友对于
这场战“疫”的信心和力量，恰如消融冰
霜的冬日暖阳——万众一心，暖春在
望！

三湘时评
健康心态

是极佳的“疫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
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
当先锋模范。疫情当前，湖南省人民
医 院 全 体 党 员“ 信 心 在 线 、斗 志 在
线、行动在线”，以实际行动争做“硬
核党员”。

党员要在离危险最近的地方

“某某床患者肺部体征高度疑似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1 月 30 日凌晨 4 时 50 分，得到报
告，神经内科主任、支部书记高小平和
护士长胡晓红立即开始了处置。

这名以“发热、抽搐查因”收住入
院的患者，出现了持续高热，第二次肺
部 CT 征象显示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高度疑似。经过呼吸内科会诊

协商，考虑“病毒性肺炎”，不排除“新
冠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就是命令！科室第一时间腾
出最西头的一间病房作为临时隔离病
房，按照国家标准和医院要求，进行场
地消毒、人员隔离和医护人员培训。为
了让这名高度疑似的患者得到合理处
置，高小平、胡晓红一直与医院感染
科、呼吸科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的指
导和协调下，踩点转运路线、护送患者
过床转运。高小平和护士高辉还进入
隔离病房，为患者检查，确定诊疗方
案。高小平深知，这种“特殊”的患者，
面临着双重挑战：一要做好神经内科
的专科诊治，二要严格做好感染防
控。“病人不能出问题，医护人员也要
安全。”

10 小时！直到 1 月 30 日晚，该患
者核酸检测回报阴性，所有人才松了
一口气，并将患者顺利转入重症医学

科（ICU）进一步治疗。
患者家属感动地说：“这种时候，

你们不顾自己，寸步不离守着病人。十
分感谢！”

高小平说，关键时刻，党员就要在
离危险最近的地方。神经内科70名医
护人员中，有 32 名党员，春节期间全
部在岗，有 4 名党员被医院抽调支援
发热门诊、发热留观病区和急诊科。

你有一张全世界最美的脸

下班的时候，护士长胡晓红随手
给护士高辉拍了一张照片，发在科室
微信群里。满脸勒痕、皮肤破裂，看到
镜子中的自己，高辉突然有一种想哭
的感觉。

“亲爱的，请理解并支持我。我爱
你们！”高辉给老公发了一个短信。

老公马上回复：“亲爱的老婆，你有

一张全世界最美的脸。你无愧于共产党
员的称号，你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只有7岁的女儿，看到高辉的照片，
天真地说：“妈妈变成了一只小花猫。”

高辉主动申请作为这名高度疑似
患者的特护。

经过防护培训后，走进了隔离病
房。量体温、翻身、观察生命体征、给
药。患者病情严重，呼吸困难，排痰不
畅。需要每 30 至 60 分钟左右吸痰一
次，给患者拍背帮助排痰，保持呼吸通
畅。面对这种患者，吸痰绝对算得上是

“高危”操作了。但是痰不及时排出，患
者就随时有窒息的致命危险。

穿上防护服，不吃不喝、不眠不
休、不上厕所。作为一个神经内科病房
护士，高辉说，以前没想过也会有这样

“惊心动魄”的经历。
10小时，很漫长，也很短暂。对高

辉来说，却难以忘怀！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付姣龙

“陈院长，我是石亭子镇杨梅村村民张
家。”1月30日10时，祁东县石亭子镇卫生
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陈玉龙的手机响起，传
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正月初一那天，多
亏你摸黑冒雨来到我们家，喊来救护车，劝
说我们父子三人到县人民医院治疗。现在，
我们的体温已正常，没有咳嗽了。”

陈玉龙听完叮嘱张家，没有特殊
情况，不能走出医院门，更不能返回杨

梅村。“希望平安度过14天的观察期，
祝你们父子三人健康！”陈玉龙说。

1月 25日当晚 11时许，天空下着
大雨，寒气袭人。这时，正在值班的陈玉
龙接到县卫健局值班员电话：“杨梅村
村民张家、张国山兄弟从武昌乘坐高
铁回到家里，有发烧咳嗽症状，其父亲
也有轻度发烧症状。”

“群众健康重于泰山。”陈玉龙立
即向县疫情应急管理中心报告，要求
派救护车。随后带领副院长肖正宗、医
师邹安民，驱车赶往杨梅村。

雨急情更迫。因张家兄弟的住处离公
路有一段距离，陈玉龙一行下车，打着手电，
沿着泥泞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走过去。

“那时，心急忘记带雨伞，大家只能冒
雨前行。”陈玉龙说，山路很滑，他们疾步
走到张家门外，屋里的灯光已熄。他们敲
门，呼喊着张家的名字。过了几分钟，灯光
一亮门开了。张家的老父亲走了出来。陈
玉龙递给老人家一个口罩，指导他戴上。

陈玉龙询问张家兄弟在武汉的情
况，以及从武汉返回家乡的时间，并说
明来意。老人家有点犹豫。这时张家、

张国山兄弟和母亲也起了床，陈玉龙
指导他们戴上口罩，测量体温。果然，
张家兄弟及其父亲的体温偏高，且有
咳嗽症状。于是，陈玉龙建议张家父子
三人立刻前往县人民医院检查治疗。

父子三人见屋外大雨滂沱，都不
愿意出门。陈玉龙只好耐心做工作，让
张家父子意识到风险和检查的重要
性，最终答应去医院。

20分钟后，外面公路上传来救护
车的喇叭声。陈玉龙搀扶着张家父子
三人上了车。

我是党员
有一种力量

关键时刻，党员就要在离危险最近的地方

10小时“贴身”守护高度疑似患者

“群众健康重于泰山”

湖南日报 1月 31 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陈凯军）今天，副省长陈文浩率队
在长沙市督查涉林部门疫情防控工作，强
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认真落
实对野生动物“一封控四严禁”措施，助力
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

陈文浩一行先后前往长沙市生态
动 物 园 、红 星 批 发 市 场 、省 森 林 植 物
园，分别督查动物园封园、值班值守以
及动物封控隔离情况，批发市场严禁

交易野生动物等情况，植物园值班值
守及其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疫情防控情
况等。

陈文浩指出，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
护生态文明，也是保护人类自己的需
要。在疫情防控期间，要严格落实“封控
隔离所有人工繁育场所的野生动物，严
禁猎杀野生动物，严禁运输野生动物，
严禁交易野生动物，严禁展演野生动
物”的“一封控四严禁”措施，要加强执
法监管，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经营利用野
生动物行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
出应有贡献。

陈文浩督查涉林部门要求

认真落实“一封控四严禁”措施

湖南日报 1 月 31 日讯
（记者 邓晶琎 刘永涛）省发
改委、省市场监管局于 30 日
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对防疫
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加强价格
管控。

根据两部门联合下发的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
违法行为认定有关问题的通
知》，明确在疫情解除前，与
疫情防控相关的口罩、消毒
水、药品等防疫用品，以及与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肉、蛋、菜、米、面、油等生
活必需品加强价格管控。

上述商品以我省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日（2020年1月24日）前销
售价格为原价，从即日起商品
进货成本没发生变化而超出
原价销售的；商品进货成本发
生变化，购销差额较1月24日
前扩大的；所售商品无参照原

价，购销差价额超过15%的，均由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按照哄抬价格行为依法查处。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者 何
金燕 通讯员 曾妍）记者今天从省
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为全面落实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
聚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从即日起，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和涉诉信访接待场所暂时
关闭，停止现场办理立案等诉讼事
务和接待涉诉信访来访群众，恢复
时间视疫情变化另行通知。

省高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全省
各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和涉诉

信访接待场所关闭期间，有关诉讼
事项可按照 2020 年 1 月 27 日省高
院发布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
服务有关事项的告知》，通过“湖南
省网上法院”、“湖南移动微法院”、
电话、邮寄材料等方式申请办理。全
省各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和涉诉信
访工作人员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认真负责地办理好网上立案、网上
申诉信访和来信、来电涉及的诉讼
事务，处理好人民群众反映的涉诉
信访问题，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
诉讼权利。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者 邹
靖方）当前，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时
期。省总工会近日倡议全省各级工
会组织、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
要立足岗位、奋勇担当，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省总工会要求，积极教育引导
广大职工增强防控意识，提高防控
能力；要积极督促用人单位依法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并为职工提供必

要的防护用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切实维护职工健康安全；要主
动关心、慰问防控战线的职工，特
别是一线医护人员，努力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增强做好防控工作
的信心和力量。

全省广大职工要迅速响应和
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医疗、
交通、物流等疫情防控密切相关行
业职工要立足本职，坚守岗位，确
保各项防治措施的落实；口罩、防

护服、防疫物品、药品、医疗器械等
医疗卫生设备物资生产企业职工
要积极主动放弃休假，投入生产，
加班加点，优质高效地完成和超额
完成生产任务；与人民群众基本生
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公交、药店、商
场、超市、菜市场和水、电、气、通
讯、能源等部门的职工要坚守岗
位，确保正常运营和正常供应。

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
部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教育引导
广大职工通过权威部门、主流媒体
和官方网站获得和宣传疫情防控
信息，不恐慌不侥幸、不道听途说、
不以讹传讹，不散布谣言，共同维
护社会大局稳定。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
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
谢甜甜）记者日前从省人社厅
了解到，湖南省社保中心已向
各市州社保经办机构和工伤
保险经办机构、省直管参保单
位发出通知，要求采取“不停
发基本养老金”等三条过硬措
施，助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切实发挥工伤
保险救治作用。对于因履行工作
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凡是已
参加工伤保险的，开辟绿色通
道，简化流程，特事特办，从宽
从快支付工伤待遇(包括医疗
救治和待遇发放)。确保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期
间不因未资格认证而停发基
本养老金。为尽可能减少企业
退休人员出门，暂定在2月28

日前，对应进行领取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而未
进行认证的离退休人员，不停发基本养老
金。以后视疫情防控情况再恢复正常。

通知指出，将大力加强网上经办和业
务电话咨询。鼓励参保单位和职工尽量通
过网上经办渠道办理企业养老保险和工伤
保险相关业务。同时，要求各市州、县市区
开通业务热线咨询电话并向社会公布，方
便群众通过电话咨询。

部署
周密

省总工会倡议广大职工

立足岗位 奋勇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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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和涉诉信访接待场所暂时关闭
群众可通过电话、邮寄材料、网上申诉等形式反映情况

■链接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相关联系方式
1.邮寄材料地址：湖南省长沙

市东二环二段320号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立案信访局信访办；邮
政编码：410001；邮寄查询电话：
0731-82206294。

2. 民事案件上诉联系电话：
0731-82206231；行政案件上诉
联系电话：0731-82206230；民事
案件申请再审联系电话：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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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构筑安全线
农村防疫无死角

1月31日，长沙市望城区
乌山脚下的英雄岭村，黄金园
街道党员突击队走进村民家，
进行防疫消毒。自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该街道全员取消休假，成立防
疫基层党员突击队，构筑起防
疫战线。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向行军

1 月 31 日 13 时，由泰国湖南商会从
境外采购的一批防护用品运抵长沙黄花
机场。办理通关手续之后，直接运往邵东
市疾控中心。

“ 这 批 物 资 包 括 3000 件 防 护 服 、
2000 多个 N95 口罩以及 1000 副护目
镜，总价值 60 多万元。”泰国湖南商会会
长刘纯鹰介绍，这是泰国湖南商会从境外
采购的第二批防护物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医疗物资不断告急，海外华侨华人
积极响应，启动“全球购”模式，四处奔走
采购，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鼎力
支持。

响应倡议，全球华侨华人
奔走采购

1 月 27 日晚，省侨联发出倡议，动员
全省各级侨联组织、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侨界力
量。

1 月 28 日，省侨商会廖丽萍女士随
机携带 10 箱口罩抵达长沙，第一时间捐
赠给省卫健委，成为响应速度最快的侨
商。

墨西哥湖南总商会、欧盟湖南总商
会、阿联酋湖南商会、美国湖南联谊会、日
本湖南人会……连日来，海外侨团、全球
华侨华人持续发力，汇集各方资源在全球
各地采购医疗物资，汇聚起了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力量。

“大批量采购一般都是提前下单，我
们动用了商会的各种人脉和资源，和生产
厂家协商，请他们优先提供货品给我们。”
刘纯鹰告诉记者，目前商会采购的物资来
自泰国、阿联酋、印度等国家，近日还将陆
续有多个批次运抵湖南，发往邵阳、常德、
怀化、郴州等各市州。除了部分政府委托
采购之外，商会捐赠的物资价值已达100
万元。

春节期间，常德市侨联兼职副主席、
市留学生联谊会会长左菲原本已经飞往
迪拜度假。在得知疫情蔓延，家乡常德境
内医疗物资匮乏的消息后，她立即出发，
穿梭于迪拜的各大药店、批发厂家，搜寻

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各种医疗物资。最终，
她和留学生联谊会副会长、秘书长屠佳发
动境外留学人员，在迪拜和德国购买医用
口罩 6760 个、EN14126 标准防护服 200
套带回常德。

“商会目前已协调 22 万只口罩通过
专机发往湖北、湖南，现在仍在筹措，预
计还能筹措近万只。”湘潭籍侨领、泰中
东盟经贸促进会湖南首席代表沈祖强
表示，祖国强大稳定，侨胞在海外才安
心踏实，面对疫情捐款捐物是侨胞应该
做的。

开通绿色通道，医疗物资
源源不断运抵湖南

1 月 31 日晚上 9 时多，在“抗疫情海
外爱心侨领捐赠联系群”中，省侨联工作
人员仍然在和各位侨领核实信息。

记者了解到，为了广泛动员海外华侨
华人力量，做好相关联络对接工作，省委
统战部第一时间成立了省委统战部（省侨
办）、省侨联联合工作专班，安排专人对接
海外侨社团和侨界爱心人士，汇总“抗疫”
一线物资需求，畅通捐赠渠道。为了让华
侨华人爱心能够尽快落地，还联合省工信
厅、省卫健委、省红十字会等部门，为境外
慈善捐赠物资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快
速通关验放。

“德国湖南同乡会会长李先秋第一
批捐赠物资（95 套防护服）今天已到，定
向捐赠祁阳县。”“美国名盛教育咨询机
构捐赠长沙市红十字会价值 3 万多元
医用物资，派专人于今天自洛杉矶带
回。”“老挝湖南商会会长李文科、执行
会长唐凯组织募集到的 266 件医用捐
赠物资正在发货。”“新西兰华侨华人联
合会会长陈水珍捐赠 2950 套防护服、
1000 套防护口罩，定向捐赠常德市侨
联，今日已发货。”……微信群中，好消
息不断传来。

记者从省侨联了解到，截至 1 月 31
日 15 时，省侨联发动捐赠的医疗物资价
值达到 2073.3 万元，包括防护服 68518
件、口罩3726816个、医用手套86718个、
医用酒精 3820 件、护目镜 1290 个、体温
检测仪219个、医用鞋套500个、消毒液6
件、手术帽1万个。

疫情蔓延，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告急……

海外华侨华人“全球购”
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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