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1日，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九峰苑社区，党员志
愿者给67岁的失独老人袁娭毑送去口罩和新鲜蔬菜，同时了
解近段时间老人家里人员来往情况，叮嘱老人减少出门，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防护。 吴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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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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李茁 徐德荣 唐曦
通讯员 王卫全

1月 31日早上，衡阳市 4例重症病
例转危为安的消息刷爆微信朋友圈。截
至当天，该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5例，
现在仅有1例重症病例。

连日来，衡阳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及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及早布置、真抓实干，
各级党员干部忙碌在疫情防控一线，
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抵御疫情扩散，确
诊病例得到及时妥善救治，隔离观察
人员安心接受隔离……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中，衡阳市以“最强执行力”
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快人一步
疫情来袭，衡阳闻风而动！
1月21日下午，衡阳市委紧急召开

常委会议，专题部署防控工作。连日来，
研判、部署、调度、引导等工作节奏不断
加快。至 1月 30 日，市级召开相关会议
13次，出台文件、举措22项。

随着疫情发展，衡阳市卫健、公安、
宣传、网信、市场监管、商粮、交通、文旅
广体等部门人员主动放弃休假，投入疫

情防控工作中。全市上下一盘棋、一股
劲，高效运转。

每年除夕夜，有数十万人次来南岳
烧香祈福。1 月 24 日凌晨，衡阳市及南
岳区迅速作出决定，全面暂停开放南岳
景区，南岳成为全国第一个疫情防控期
间暂停开放的 5A 级景区。至 1月 30日
晚，南岳区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

同时，衡阳市对东洲岛、雁峰寺等
多个景区景点，以及全市公共文化、体
育场馆、文博单位、网吧、影院等场所实
行暂停开放，暂时取消各类文体聚集活
动。

得益于布置早、落实快，疫情在衡
阳得到有效控制。

安内不忘援外。1 月 25 日晚，由南
华大学附二医院、衡阳市中心医院、衡
阳市中医医院、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 家医院组建的衡阳医疗队抵达湖北
黄冈。当晚，他们就投入到重症医疗救
援一线。

真抓实干
面对疫情，衡阳市各级各部门不仅

迅速反应，更努力将工作做实做细。
1 月 21 日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以来，衡阳市各级制定防控工作方

案，建立起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疫情防控网络。

要让防控网络发挥作用，执行力是
关键。连日来，衡阳市上至市领导下至
村（社区）干部，全部到岗到位，坚守一
线。同时，相继出台党员干部参加防控

“十条要求”“四个严禁”，全市党员干部
主动担当作为，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衡阳市还突出重点，做到“三个紧
盯”，即紧盯火车站、汽车站、高铁站、机
场、高速出口等重点部位，紧盯武汉返回
人员等重点人群，紧盯公共文体场所、农
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并实行“四个集中”，
即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
救治，落实信息报送、定期调度、应急值
守、健康宣教、督查督办、回应关切“六项
制度”，实现及早发现、及早报告、及早诊
断、及早隔离、及早治疗。

衡阳市 12 个县（市、区）根据自身
情况，以村、组为单位进行网格化管
理。衡东、衡山、耒阳在村口设小喇
叭，以方言播送防控知识；衡南、祁东
以花鼓戏、渔鼓等传统曲艺，“花式”
劝导群众安心在家；蒸湘区、衡阳县
通过制作漫画图解等，不断加大疫情
防控引导力度。

层层织密的防控网络，将责任进一
步压实，让力量进一步凝聚。

齐心协力

“小戴，今天买的小菜送到楼道口
了，你们来拿一下，有需要就给我们打
电话。”1月28日，衡阳市雁峰区黄茶岭
街道幸福社区“衡阳群众”周正国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一道，将 2袋
新鲜蔬菜和防疫物资送到社区居家隔
离人员家门口。

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全面打响疫
情防控阻击战以来，衡阳市城乡涌现一大
批身穿“衡阳群众”红马甲的志愿者、跑腿
员，他们在协助做好疫情防控监测的同
时，贴心做好居家隔离人员服务工作。

“全市新闻工作者主动放弃休假，
奔赴一线采访；医务人员纷纷请缨上一
线……”衡阳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在党员干部带动
下，全市75万余名“衡阳群众”以力所能及
的方式参与进来，齐心作为，奋勇争先。

还有很多远在外地的衡阳人心系
家乡。衡阳籍企业家吴明辉、陆元伟，代
表衡阳眼镜小镇回迁企业及深圳湘籍
眼镜企业家，向衡阳市捐赠 1200 副防
雾护目镜；耒阳籍在日留学生小吴，走
遍京都大街小巷，购买 2520 个口罩寄
回家乡；西安市衡阳商会会长高友林捐
赠20万元支持家乡……

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衡阳以“最强执行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陈惠芳

“非典时，我 5岁，大家都在保护我
们90后。17年后，我们90后要来保护大
家。”这是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疗队 90 后
护士檀学兵的话语。

在工作衣裤外穿上白色连体防护
服，戴上手套、N95 口罩、护目镜，穿上
防护鞋，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层层包
裹防护之下，不透风，不透气，结果满脸

“爆痘”。这是湖南省人民医院感染一科
90后护士曹颖的形象。

90 后，成了战“疫”的生力军。90 后
的一席话，让人心热！网上爆出的 90 后
影像，让人心疼！

还有多少 90 后，为了患者，为了防
控阻击疫情，义无反顾，告别了亲人，剪
掉了秀发，换上了重装。

还有多少 90 后，隐身于战“疫”大
军，日日夜夜，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为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注解了青春。
曾几何，我们对90后有一丝担忧，有

一种疑惑。没有经历过磨难，没有经历过风
浪，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娇生惯养”，在危难
关头，他们能勇往直前，担当大任吗？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病毒肆
虐，乃知90后力量。作为“救死扶伤”的新
一代白衣战士，90后用自己的言行，正在
交出让世人惊叹、钦佩的答卷。他们在战

“疫”阵地上，高扬着青春的旗帜，展示着
青春的风采。层层包裹中，一颗颗年轻的
心在跳动。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
谁。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
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

耳边回荡着多年前唱响大江南北
的《为了谁》旋律。为了谁？为了父老乡
亲，为了兄弟姐妹，为了亿万人的健康
与安宁。战“疫”前线的 90后，在磨难中
成长，在磨难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湘水余波 在磨难中成长

亲爱的家人：
我想对你们说声对不起！
亲爱的老公，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

在疫情肆虐的春节期间，我瞒着你报名参
加援助医疗队，成了援助武汉的后备人员；
我也瞒着你报名参加医院的抗疫青年突击
队。你常说：自己是党员，要起到模范带头
作用，所以，医院的党员突击队，你也一样
报了名。作为一名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我
看到那么多同行在坚守，我的内心没有一
刻安宁。我总想做点什么，不管是为了病人
还是为了同行。

亲爱的多多崽和木木崽，我想对你
们说声对不起！这几年过年，爸爸妈妈都
在医院值班，很少陪伴你们。现在，妈妈
要告诉你们，妈妈有可能去武汉，去支援
正在抗击病毒的其他孩子的爸爸妈妈。
你们有可能很长时间看不到妈妈，因为
支援的时间到底有多久，妈妈也不知道。
不过没关系，你们想妈妈了，可以和妈妈
打电话、发视频，妈妈有时间也一定会和
你们联系的。多多崽昨天问我：“妈妈你
为什么要去呀？”妈妈想告诉你：“在非典

肆掠的时候，妈妈还在医学院学习。妈妈
的妈妈，也就是你的外婆，作为湘雅的一
员成了抗击非典的一线工作者；今年，面
对疫情，你的妈妈也不会示弱，因为那里
需要妈妈。武汉人民需要更多的医务人
员，医务人员的孩子也需要他们的妈妈。”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想对你们说声对
不起！请原谅我和阿罗初五不能回家陪爸
爸一起庆祝生日。虽然长沙与永州隔得并
不太远，但因为阿罗和我的工作性质，也
真的只有过年放假才能有时间回老家陪
你们和外公。今年，特殊情况，我和阿罗都
要在长沙待命，时刻准备着。

作为一名医生，自从穿上白大褂，就意味
着要放弃很多，不能承欢父母膝下，不能相伴
孩子身边。但我不后悔，因为我的身后有理解
支持我的家人。你们就是坚强的后盾！

爱你们的方茜
2020年1月28日

（注：方茜，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
院区普外五科主治医师）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吴靖 整理)

亲爱的，我想说声
对不起

1月29日 星期三 晴
今天的太阳，暖到我几乎忘了自

己正身处隔离病区。暖阳下，不禁回
想起我们首批冲锋“战士”在长沙市
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长沙市第一医院
北院）隔离病区的11天工作历程。

从接到通知到进入隔离病区，
只有短短4个小时，回家简单收拾好
行李，来不及与老公、女儿道别，就
开启了战“疫”工作模式。

发觉妈妈不见了，女儿不停地问爸
爸：“妈妈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和我们一
起回奶奶家？”爸爸的回答是：“妈妈现在
化身为‘奥特曼’，跟‘怪兽’决战去了。”
此后每次与女儿视频，2岁8个月的女儿
总会天真地问我：“妈妈，‘怪兽’打完了
没，可以回来陪小争争一起玩吗？”此时，
我都会眼眶湿润：宝贝，妈妈也想尽快
消灭“怪兽”，早些回到你们身边。

隔离病区的工作对我们是一种
历练，更是一种挑战。每次脱下防护
用具，泡白的脸，久久不散去的勒
痕，被汗水浸透的贴身衣服……卸

下“铠甲”，第一时间就是以百米冲
刺的速度跑进厕所，每次都会庆幸
自己的膀胱功能还是很优秀的。虽
然这一切都很不容易，但看到病患
在好转，听到他们一声又一声的感
谢，觉得一切都值得，同时也为我们
这群“战友”感到自豪。

杨妈妈（杨爱平护士长）是护理
团队里最“可爱”的人，每天要协调
安排病房各种事情，还要操心我们
每个人的生活。她总是利用碎片时
间，把水果切好、饭菜热好，让我们
下班第一时间就能补充能量。昨天，
她还说没有时间洗头发，要不干脆
去剃个光头节约时间，我们全部笑
着起哄：“一起剃光头，变成一支‘聪
明绝顶’的战队。”在一片欢笑中，大
家的疲惫和压力也都放下了。

期待早日打赢抗疫阻击战，走
出隔离病区，享受暖阳。

（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隔离病
区护士 盛姣）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一起剃光头，变成一支“聪明绝顶”的战队

1月31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我们来武汉的第5天。和

往常一样，在酒店吃完早点后，志愿
者开车来接我们到医院工作。

我负责护理的，是一位85岁的老
奶奶。由于每天都要抽动脉血，她的
双手布满了针眼，但是老奶奶特别的
坚强乐观。她声音孱弱地对我说：“你
特别棒，你们都特别棒。”听到她说出
这句话的那一刻，我强忍着不让泪水
流出来。

在这场艰难的战役中，保护好
自己和救治患者同样重要。经过这
么多天的历练，我更加意识到自我
防护的重要性。在隔离监护病区工
作，需要时时刻刻穿防护服，防护服
需要每4个小时换一次。由于长时间

暴露在隔离病区，会导致防护服携
带病毒，因此在脱防护服的时候，需
要特别注意。

在脱防护服之前，我们需要先进
入一个专门的房间，用消毒液洗手，再
脱防护面罩。每脱一层都要先用六步
洗手法洗手，然后再一层一层地脱；从
外到内，每脱一次洗手一次。全部脱完
后，还需再用流动水洗手3遍以上；随
后洗脸，清洗鼻腔、耳朵和耳后，最后
在更衣室洗浴完方可出来。整个过程，
需要大约50分钟才能完成。

祝愿所有的抗“疫”一线队友们
都能防护好自己，平安回家！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液净
化中心护士 侯亦平）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保护好自己和救治患者同样重要

湖南日报记者 向莉君 彭业忠
通讯员 彭杰

疫情突然来袭，让与湖北省来凤县、
宣恩县有 6 个乡镇（街道）交界、交界线
路近 200公里长的龙山县，成了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疫情防控的最前沿。

农历大年三十晚上，龙山县面对 2
例确诊病例、10多例疑似病例的不利局
面，果断决定公安战线、卫健战线和 26
个乡镇（街道）取消休假，全员上阵，对
疫情展开艰苦的阻击战。这场战役中，
公安干警们堪称尖兵，他们冲锋陷阵，
战斗在最前线。

龙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勇介
绍，这次公安战线共投入警力1112人，其
中民警303人、辅警434人、村警375人。

老民警坚守一线
1 月 31 日上午 10 时 56 分，龙山县

水沙坪高速公路收费站疫情检测执勤
站点。59 岁、58 岁的土家族民警彭军、
彭华波，在指挥从高速公路驶下来的车
辆，接受茅坪乡卫生院医务人员体温检
测，进行车辆信息登记。

从上午 10 时上岗，他们需要执勤
到下午6时。

“你好，麻烦登记一下，把后备箱打
开。”这句话，彭军每天要说约400次。在
一旁的民政救助帐篷里，临时搭起了两张
床，附近村民刚送过来的热水壶摆在一旁
桌子上，旁边还放着一些饼干和方便面。

快到饭点时，记者问彭军去哪儿吃
饭。“以前在一户村民家吃过两次，后来
茅坪乡给我们送了几次盒饭，今天他们
说去村部吃。不要紧的，我们这里有饼
干和方便面。”彭军笑着说。

每天执勤8小时，吃饭不定时，这对当
过3年兵、从警40年的彭军来说不算大事。

疫情突发，警力不足，彭军、彭华波、
杨飞、李源4名重大工程管理大队干警，
被紧急从黔张常铁路指挥部抽调过来，
龙山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近40名
司法干警，也全部由县公安局统一安排
调度，进入阻击战一线。

“关键时刻，老同志该上还得上。”
从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彭军和他的老
战友们就开始执勤值守。

再过4个月，彭军就要退休了。他说要
站好最后一班岗，出色完成所有工作任务。

龙山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李博竖

起大拇指：“好样的，‘60’后的老警察们！”

夫妻档并肩作战
1月31日下午5时，龙山县公安局后

勤保障室民警罗江艳应记者要求，与其丈
夫、桂塘派出所所长刘军进行了视频对话。

“你到外头要把口罩戴起，注意安
全。”她话还没说完，视频那头就甩过来
一句“我太忙，挂了挂了”，电话便匆匆
挂掉了。

罗江艳对记者笑了笑：“最担心他，
希望他平平安安。”

当记者问，多久没见到丈夫了？罗江艳
打趣道：“按农历算两年了，从猪年到鼠年。”

本来，农历正月初二值完班，刘军
就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但疫情爆发，
他继续坚守在一线。

罗江艳也在1月24日上午，回到工
作岗位。

作为后勤保障室民警，罗江艳和科
室12名同事除负责全局15个派出所的
物资保障外，还要负责值守连接龙山县
城和来凤县城的湘鄂情大桥的站点。

夫妻俩每天只有在休息时，相互发
个信息问一下对方情况，道一声平安。

1月31日下午5时25分，龙山县公
安局视频调度室，指挥情报中心副主任
马丽还在开会。办公室里，吃了一半的
饭被放在沙发扶手上。

下午5时57分，记者见到了马丽。她
一脸笑容，虽然前一天加班到凌晨3时。

从大年三十上午8时到岗，她已连续
奋战一个星期。从1月19日起，马丽就没
见过丈夫、茨岩塘派出所所长吴军。

“他忙，我也忙，都习惯了。我们在
办公室还好，他们在一线辛苦些，最担
心他，希望他平平安安。”马丽说。

1月31日下午3时20分，在海拔近
800 米的茨岩塘派出所，记者见到了马
丽的丈夫吴军，他刚与58岁的老民警彭
清礼一道，从与湖北省宣恩县交界的大
安乡光辉村回到所里。

还没来得及休息，吴军又与所里的
同志投入到相关人员的排查工作中。省
里通过大数据分到茨岩塘派出所的排查
人数为 700多人，而派出所还与村干部
及村警一道，自行排查400多人。

像罗江艳与刘军、马丽与吴军这样
的夫妻，龙山县公安干警中还有 10 多
对，他们既是夫妻也是战友，共同奋战
在防控疫情最前线。

湖南日报 1月 31日讯（记者 肖
军 李夏涛 通讯员 何乐川）上联“恰
遇疫情悲父去”，下联“严守禁令拒亲
来”，横批“遵规办丧”。1月30日，会同
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小市村村民谭子
卿的父亲去世，为劝阻亲友前来吊唁，
做好疫情防控，谭子卿便在家门口贴
出这副对联。

“村民对疫情防控十分支持。”小市
村村干部介绍，谭子卿的父亲去世后，
乡村干部上门做工作，谭子卿很配合，
当即承诺丧事从简。他还通过电话、微
信等，劝退 80余名打算前来吊唁的外
地亲友，只安排4名家人守夜，不聚餐。

谭子卿丧事简办，是怀化市宣传、
发动、组织群众支持、参与疫情防控的
一个例子。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怀化
市委、市政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靠前
指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
3.5万余名党员干部进村部、入社区抓

防控。同时，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参与、
支持防控工作，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
防线。全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党
组织还发动返乡大学生、民兵、志愿者
等参与拉网排查，共同防控疫情。

新晃侗族自治县各村在县文明办
指导下，利用村级志愿者服务队伍，成
立 137支护村队，目前已劝退酒席、聚
餐 500 余场次，劝退走访拜年者 1000
余人。同时，发动群众担任“信息员”。
怀化市储运公司家属区一位居民得知
有人从湖北回来，当即向公司负责人
和社区报告，使有关人员得到及时管
控，消除了隐患。

干部奋战在前方，群众踊跃支前
忙。沅陵县官庄镇官庄村村民伍娴敏
看到高速公路出口日夜值守的工作人
员，心疼不已，每天做夜宵送到他们手
中。村民向先高自掏腰包买木炭等御
寒物资送到值守点，他说：“干部们为
我们保健康，我要为他们送温暖。”

发动群众支持、参与疫情防控

怀化群防群治筑起严密防线

湖南日报1月 31日讯 （记者 陈
勇 金慧 通讯员 邹艳青）今天上午，长
沙市委、市政府向武汉市委、市政府致慰
问电，并通过长沙市慈善总会向武汉市
捐赠现金1500万元，助力武汉人民共同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疫情发生后，长沙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第一时间启动长沙市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并成立长沙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全面部署和领导全市的疫情防
控工作。同时，积极援助兄弟城市武汉共
同抗疫。1月27日，长沙市民政局、长沙市
慈善总会联合向社会各界发出《开展紧急

驰援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爱心
行动》倡议书，并通过腾讯公益、水滴公益
和支付宝公益发起“疫无情·人有爱”紧急
驰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益
筹款项目。据统计，1月27日至29日，公益
筹款项目赢得39万人次网友爱心支持，
通过社会各界捐赠和网络筹款共募集爱
心善款1500余万元。

目前，1500 万元爱心款已通过长
沙市慈善总会专用账户对口捐赠武汉
市慈善会，专项用于疫情防控工作，长
沙还将随时准备为武汉人民恢复生
产、重建家园提供必要帮助。

助力武汉人民共抗疫情

长沙捐赠爱心善款1500万元

湖南日报 1月 31 日讯（记者 贺
威）“重大疫情面前我自愿拿出几百亩
的红菜薹基地做保障供应，要是想吃红
菜薹的自己来采摘，首先做好防疫措
施。”昨天下午，长沙市龙虎生态农业科
技公司董事长袁虎通过微信朋友圈，发
出免费供应蔬菜共同应对疫情的信息。

信息发出一个小时左右，便有市民
戴着口罩前往采摘。为了打消顾虑，更
好地引导采摘，袁虎特意补充道：“不要
钱免费采摘，前提不能大量采摘到市场
销售和糟蹋浪费。地址在望城区高塘岭
街道湘江村原老石堤小学后面，或者打

我电话微我都行。”
今年34岁的袁虎是望城区高塘岭

街道湘江村人，2009 年返乡扎根农村
创业，相继获得“全国种粮售粮大户”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
号。他说：“企业是党和政府扶持的，我
们要回馈社会，感党恩，尽自己力所能
及为市民提供新鲜蔬菜。”

袁虎表示，公司作为长沙市粮食应
急保障加工网点，还库存几千吨粮食，蔬
菜基地有近百吨红菜薹，已经随时准备
复工，将粮食蔬菜平价投放市场。

价值近十万元红菜薹免费送
望城青年袁虎抗击疫情献爱心

岳阳推出高中“在线课堂”
防控、学习两不误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者 徐亚
平 徐典波 通讯员 郝乐心 祝宇）昨天，
地处平江县石牛寨镇普安村的平江十中
高三年级139班学生黄平很开心，她在
家用电脑上网登录岳阳市教科院推出的
高中“在线课堂”，完成了一套新版试卷
测试复习，做到防控、学习两不误。

岳阳市教科院院长廖小光称，全市
51所普通高中学校高三毕业班学生均
可无偿使用“在线课堂”，以避免高三提
前开学或聚集辅导，确保不因疫情影响

学业。
近日，岳阳市教科院多方联系学习

平台网络公司开发高中“在线课堂”，并
对全市 2.7 万多名高三学生进行编码，
学生可用账号登录“在线课堂”，免费选
学所需科目与内容。

据了解，“在线课堂”教学内容以
“在线直播课堂”形式呈现，支持电脑、
手机等多种终端。采用互动式教学，学
生在课前、课中、课后都能获得相应资
料，并反馈评价。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尖兵
——龙山县公安干警战“疫”故事

一线战“疫”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