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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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小平

“看到护士穿着打补丁的防护
服，不知疲倦地奔忙在病房之间，很
温暖，很敬佩，也很心疼！”2月3日上
午，在娄底市中心医院就治的确诊患
者彭彭（化名）给记者打来电话，动情
地说。

25岁的彭彭，1月22日从工作地
武汉乘高铁返回家乡娄底过年。23日
感到不适，27 日检查出“疑似”，住院
隔离，28 日核酸检测确诊阳性。他的
父母、姐姐等 5 个密切接触的家人相
继医学隔离。他也从侥幸忐忑，到后悔
自责，到敏感烦躁。“看到最亲的人因
为自己而隔离，我后悔这个时候回
家。”他说。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疏
导下，他状征、体温逐渐正常平稳，心
中的焦虑慢慢散开。彭彭说：“管床护
士康丹总是叮嘱我，有什么不适一定
要随时告知她。”

他通过微信发出的照片中，有一
张格外让人动容：病床边，一名护士边
走边察看手中的药具，正准备去给患
者换药。看上去，她动作娴熟敏捷，步
履匆忙又从容。尽管隔着厚厚的防护
装备，看不清她的脸，但从她的身影，
就能看到她工作中的专业和专注，充
满自信和力量。让人意外的是，她的

“防护服”背上，竟然打了一个胶带补
丁。

“防护服”为什么要打补丁？打补
丁的“防护服”还管用吗？

这名护士就是康丹。记者等了 5
个小时才等到她回复的信息：“觉得人
生总要鼓起勇气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瞒着家里人报名，勇敢地到了一线。”
她坦言，那几天医院医用资源特别紧
张，尤其是 N95 口罩严重不够，防护
服也存量不多，第一班次她只穿了两
层薄薄的手术隔离服。

她说：“防护服是一次性用品，领
导说库存很少，又贵。我们全科室都尽
量节约使用。”说到照片上“防护服”的

“补丁”，她纠正记者的说法：“那个不
是防护服，是普通手术隔离服，穿久
了，上面自带的胶水就会粘不上，我用
胶带补起来继续穿，节约一件是一件。
当然，那是前几天，今天已经穿上正式
的防护服了，白色连帽子的。”

她告诉记者，从新闻上看到，省委
书记杜家毫在一个会议上听取湘雅医
院专家艾宇航汇报时，得知娄底市中
心医院克服重重困难对重症患者开展
救治，特意对她们医院的谢瑜团队点
赞：“医护人员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取得了
巨大成绩，不愧为白衣天使和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的守护神。”她和同事们备
受鼓舞，每天相互勉励，以最饱满的工
作热情坚守岗位。

据娄底市中心医院感染科科长赵
晖介绍，该院前期医用防护物资确实
紧张，1月31日防护用品仅剩100套，
N95口罩仅够使用一天。当时，医院领
导紧急调度，同时科学严格控制用量。
这两天通过娄底市委市政府统筹协
调，加上爱心单位、个人捐赠以及医院
千方百计采购，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基
本能够保障医院防护的需要。

朱永华

“有理走遍天下”—— 明理而后行是
国人的基本逻辑。在组织化和体系化的社
会行动中，还有“大道理”“小道理”的定
位。比如，在当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的全民战争中，各家各户的“小道理”，就
必须服从“大道理”。

春节期间，亲戚朋友互相走动拜年是
传统习俗；外地亲友来访，接待留宿属人
之常情；十天半月不出门，“身体都发霉
了，想出去热闹热闹”，也是正常思维——
哪一项都缘由充分、道理“硬核”。但是，个
人行为也是社会化行为，与社会环境息息
相关。如果遇到了关涉更广、分量更重而
方向不同的大道理，这些理由就只能让
步。

无疑，全民以“一级响应”规格应对重
大疫情是眼前最重要的工作，牺牲暂时、
局部利益，确保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和广大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是最“硬核”的

“大道理”。不妨冷静思考一下，不能正常
走亲访友、觥筹交错，相比较医生、护士、
警察、环卫工人等冒着风险，在不见硝烟
却关乎生死的防控一线日夜恪守、尽职尽
责，那种“闲得无聊”“闷得发慌”又算得了

什么？要知道，你所谓“无聊”的家，就是他
们想回却一时半会回不去的地方。多了
解、体谅他们的辛苦、不易，一般人眼里各
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就真的算不上是理
由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在个人利益和情绪
的促动下，丧失了这个简单明了的“标
尺”，甚至通过网络助长骚动不安氛围，给
防控疫情工作大局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
不利影响。应该充分认识到，武汉等城市

“封城”、北京取消所有庙会、上海关闭迪
斯尼、所有贺岁电影全部下线等，都属于
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都是紧急时刻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必然选择，作为
个人，也应如此。

“万夫一力，天下无敌”。当前，在党中央
周密部署下，防控病毒工作正逐渐转向有利
局面，包括钟南山院士等权威专家也明确表
示最困难的阶段将会很快过去。“小不忍则
乱大谋”，疫情终将战胜。全省上下要按照省
委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服
从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确保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每个
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都必须明白这个

“大道理”。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召学 刘毅 张韬 邓竹君

当前，疫情防控已由春节休假转入
节后企业单位陆续返岗复工的新阶段。
返程路上，旅客出行是否安全畅通？

2月3日，记者从铁路、民航、公路
部门了解到，尽管返程客流来临，但我
省尚未形成返程高峰，且客流、车流始
终保持低位，同比去年春运大幅下降。

省春运办于 2 月 1 日发出通知，
要求全省各大交通站场、车辆均加强
疫情防控和通行保障应急，确保疫情
防控应急物资运输安全畅通和春运畅
通无阻。

公路：通行“一断三不断”，
湘鄂界设113个检疫站

省春运办介绍，当前全省公路严
格按照“一断三不断”的要求，即坚决
阻断病毒传播渠道、公路交通网络不
能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能断、必要
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通道不能断，禁
止各地随意阻断交通。

目前，在湘鄂交界的 113 个公路
入口处，我省都设置了卫生检疫站，对
所有从湖北进入湖南的车辆进行消毒
处理，对车上所有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做到既严密防控疫情传播，又确保公
路交通安全畅通。

根据省春运办要求，各地在主要
高速公路收费站设置的卫生检疫站，
将根据交通流量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位置，确保运输通道安全畅通。

受疫情防控影响，1 月 24 日至 1
月30日七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同比
下降了超六成，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比
较畅通。

按国家部署，高速公路小车通行
免费政策延长至2月8日24时。

省春运办介绍，2月9日起，如果
高速公路收费站出现拥堵1公里以上

的现象，各相关单位应按规定，采取车
辆免费放行等应急措施。

铁路：客流同比减少近7成，
车站和列车均进行体温筛查

作为春运出行大户的铁路，今年
春节以来，客流持续下降。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3日发
布，节后春运，广铁日均停开旅客列车
44对，其中1月25日至2月2日共发送
旅客431.4万人次，同比减少了69.7%。

广铁预计，随着务工人员返工和
学生返校日期的临近，铁路客流将有
所增加。

目前，全省 23 个高铁车站和 40
个普铁车站都加强了空调通风设施检
查、维修和消毒，尤其是候车室加强了
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清新。

在长沙南站的进出站口，配备了
红外线智能体温检测系统，旅客在进
站时，摄像头就会自动感应，生成实时
体温，提高了进出站检测效率。

在岳阳东站的进站口，设有全身
智能消毒机，每名旅客进站前，该机器
将对旅客全身进行自动喷雾消毒。

记者从高铁长沙南站了解到，目

前我省已暂停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
铁，湖北高铁车站已实施封闭，但往其
他各大方向的高铁车次均有余票。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前往火车站
乘车一定要佩戴口罩。铁路部门将逐
一对进、出站旅客进行体温筛查，一旦
发现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旅客及其
密切接触者，当地疾控部门将立即跟
进。

在铁路列车上，工作人员也将对
旅客进行体温筛查，一旦发现体温异
常的旅客，会移交最近停靠站，并立即
对该旅客活动区域进行消毒，请广大
旅客予以支持配合。

民航：国际国内航班架次
减少，进入航站楼的旅客请务必
佩戴口罩

由于部分国家和地区减少、停飞
了部分发往中国内地的航线，我省 7
大机场（永州机场去年起至今进行提
质改造，未计入）客流大幅下降。

据省机场管理集团数据，2月2日
当天，全省机场客流量仅为 1.8 万人
次。其中，长沙机场2日客流为1.31万
人次，包括境外客流1792人次。

据航班数据服务平台飞常准数据
统计，2月2日，全球各国百余家航空
公司取消了与我国（含港澳台）之间的
航班1480架次。

记者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了解
到，由于湘鄂两省间公路、铁路交通发
达，此前两省间的航线仅有长沙至襄
阳往返航班。目前，该航线在 2 月 10
日（正月十七）前的航班均已取消，后
续将根据实际情况再作调整。

航空客流减少，但民航疫情防控
形势仍然严峻。

全省机场已加强了疫情防控措
施，在各大机场的航站楼出发层和到
达处均设立了体温检测点，对每位进
出航站楼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在长
沙机场，航站楼内设置了13处医疗垃
圾回收点、11个防疫点、6个测温门。

机场提醒，每位进入航站楼的旅
客请务必佩戴口罩，请将用过废弃的
口罩扔进医疗垃圾回收箱；进行安检
时，请配合安检人员摘下口罩。建议
搭乘国内航班的旅客提前 120 分钟
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搭乘境外航
班的旅客建议提前 180 分钟到达机
场。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熊筱红 唐志刚

疫情发生后，全省广大妇女同胞特别
是巾帼志愿者、最美家庭、五好家庭，各尽
所能，或参与疫情排查、或支援一线防控，
在战“疫”中尽显巾帼力量。

主动退掉近3000桌酒席

“小炒鸡肉、红烧猪蹄、辣椒炒肉……
终于能吃到一口热饭了！”1月31日，大年
初七，全国最美家庭代表、桃江县喜龙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老板龙咏非带领工作人
员将快餐送到桃江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定点救治医院。

疫情来袭，餐饮业受到重创。年前，龙
咏非的餐饮公司接到了近3000桌酒席订
单，突发的疫情，龙咏非意识到聚集性会餐
的危害，主动联系顾客，劝退订单，从初一
打电话到初二，才与每位顾客沟通完毕。

酒席取消了，那就为抗疫一线人员做
爱心快餐！从大年初三开始，龙咏非持续
为全县医疗、公安、媒体等多个单位，送去
价值3.5万余元的快餐1000余份。

七旬巾帼志愿者捐出自家蔬菜

2 月 2 日，绿油油的菜薹，雪白的萝
卜，2000 多公斤新鲜蔬菜送到了宜章县
红十字会，会长陈志明握着已过七旬送菜
老人杨路娥的手，感激不尽。

杨路娥是一名巾帼志愿者，2018年，
在宜章县平和村成立了锋亮合作社，组织
村民种植蔬菜。疫情防控紧要关头，她看
到医院卫生、交通保障、隔离劝导等岗位
人员24小时坚守在一线，想到吃饭肯定是
大问题。2月2日，杨路娥自费请了当地10
名群众，将地里油菜薹、白萝卜等新鲜蔬
菜全部摘下，怀着一份炽热之心，送至宜
章县红十字会。

当天下午，宜章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将老人捐赠的蔬菜陆续分发给县人民医
院、县中医院、县卫校、县康复医院，物资
宾馆、洪辉医院等一线防疫工作点。

巾帼织密疫情防控信息网

“亚娟主席，我们村周某某在年前时，
从湖北把女儿接回娘家过年，看村里摸底
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2 月 2 日上午，嘉
禾县塘村镇英花村妇联主席周亚娟接到
一名家庭主妇的电话后，第一时间赶赴周
某某家中核实信息。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广大妇女同胞
是信息摸排的最佳人选。嘉禾县塘村镇17
个村（居）委会面向本村（居）妇女同胞建
立了互动微信群，实现了涉鄂回乡人员线
上排查。

在短时间内，通过妇女同胞的线上反
馈，该镇共排查出4名“隐藏”的涉鄂返乡
人员，目前，已对4名涉鄂人员采取相关隔
离措施。

尽显巾帼力量
——看全国最美家庭、巾帼志愿者的战“疫”行动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返程路上，交通出行如何保障

金中基

春节假期已过，这两天人们开
始陆续返回单位。伴随春运返程的
到来，各项防疫工作的难度进一步
加大。在这个时候，防疫不能有丝毫
松懈，必须大家一起再加把劲。

人员返程之际，人流量迅速加
大，增加了交通组织和防疫工作的
难度。高速公路、铁路、民航等部

门，一方面要组织好交通运输，一
方面要全面加强防疫，既确保交
通安全畅通，又做到严密防控疫
情传播。尤其是机场、车站、码头
等场所，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必
须加强力量，配足设备，认真做好
疫情监测和消毒等工作，确保不
留盲区和死角，织就牢不可破的防
疫屏障。

在单位和小区，返程人员的涌

入，防疫的工作量一下加大。许多食
堂要开办了，小店要营业了。电梯、
食堂、办公场所、经营门店的防疫消
毒，人员的体温监测，这些工作都要
安排足够的力量去做，不能心存侥
幸、麻痹大意，不能有一点疏忽与漏
洞。

从我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是
阻断病毒、防止传染的关键。返程人
员不能置身事外，第一件大事就是
做好自身的防疫工作。

前段的防疫力度空前，成效有目
共睹。让我们携起手来，一鼓作气，坚
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短评

春运返程，防疫再加劲

一件打“补丁”“防护服”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袁岸峰

“师傅，送我去一趟县城。”2 月 3 日，
汝城县井坡镇古塘村一位青年来到停在
村口的出租车前。得知乘客是去县城会朋
友后，出租车司机袁强华摇了摇头。

“现在是疫情防控期间，不要外出会
友。”袁强华耐心劝导乘客。

作为乡镇出租车司机，往年春节期间
是最好赚钱的时候。“今年春节，遇到疫情
防控，公交车停运，很多出租车司机在家
里休息不出车，乘客其实也多。”袁强华
说，如果要赚钱，机会每天都有。但袁强华
放弃了赚钱的机会，当起了疫情防控义务
劝导员。

“不要随意出门、不要聚集打牌、做好

疫情防控。”说话间，有村民经过，袁强华
摁响了装在车顶的喇叭。

喇叭是春节后袁强华自己加装的，劝
导语由他自己配音，带有浓重的“乡音”。

“春节返乡村民多，疫情防控压力大，
光靠‘村村响’喇叭宣传肯定还不够。”袁
强华说，自己是一名党员，应该主动参与
疫情防控。

从农历正月初二开始，袁强华将出租
车用作宣传劝导车，在车上插上党旗，播
放宣传劝导语，来回穿梭在乡村道路上。

遇到确有急事要出门的乘客，袁强华
也会有求必应，“但我会要求乘客戴上口
罩，尽量少说话。再把车里的暖气开到最
大，把车窗全部打开，高温和通风都是防
控病毒的好办法。”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大姐，这种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蓝
色是外层，是防护层，白色是吸附层，是内
层，不能戴反了。”2月2日，在充满消毒水
味道和艾条香味的湖南达嘉维康大药房
五一路门店，店长王宏兵戴着口罩，正在
向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讲解并示范口
罩的使用方法。从农历腊月二十九开始，
他已经连轴转地在工作岗位上奋战11天
了，每天早晨8时到岗，要忙到晚上9时才
回家。

“往年春节是药店的淡季，公司还可
以给员工安排3天的假期，但今年不一样，
买口罩、消毒水、抗病毒药物等防疫用品
的顾客特别多。公司果断决定，今年春节，
药店不歇业，全天候为老百姓防控疫情服
务。”王宏兵告诉记者。

王宏兵家住宁乡，每天开车到药店上
班，路上要跑 80 分钟，一个来回就是近 3
个小时，但他和住在长沙市内的药店员工
们一道，坚决支持公司的决定，天天坚持
上班，保证了达嘉维康大药房在长沙市内
的所有门店全天候营业。农历大年三十那
天，大家接待完最后一名顾客，已是下午5
时，王宏兵回到家里快晚上8时了，才与家
人一起吃上年夜饭。

“大年三十、大年初一那几天，每天接
待顾客超过800人。”王宏兵说，大部分是
购买防疫、消毒用品的顾客，面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他们最想知道有
哪些预防和防治知识。每接待一名顾客，
王宏兵和药店营业员们就不厌其烦地向
他们讲解使用知识和预防常识，告诉他们
如何谨慎用药，也告诉他们不要盲目跟
风。

致敬
生活中的暖心使者

一线药店人：守护百姓健康忙

出租车司机：当起义务劝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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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2月1日，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感
染病科主任黄燕教
授取下护目镜和护面
屏，脸上压痕累累。

欧阳奕 摄

②② 2 月 2 日 18
时，走出隔离病房的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护
士长罗爱红取下口罩
和护目镜后，脸上布
满勒痕。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童迪 摄影报道

③③1月29日，
湖南省人民医院，
长期坚守一线的
急诊综合外科的李
霞，脸上留下了口
罩和护目镜深深的
勒痕。 通讯员 摄

④④2月2日18时，刚刚走
出隔离病房的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护师鄢斌脸上布满勒痕。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童迪
摄影报道

这些痕迹，
刻在你脸上刻在你脸上，，痛在我心里痛在我心里

⑤⑤2月2日18时，刚刚走出
隔离病房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主管护师苏斯脸上布满勒痕。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童迪
摄影报道

⑥⑥2 月 2日中
午，湖南省人民医
院，刚出隔离病房
的王勇医生，脸上
留下深深的口罩和
护目镜的勒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唐俊 摄影报道

⑦⑦2月3日，
娄底市中心医院，
护士周苗汗水打
湿了头发，护目镜
和口罩在她脸上
留下痕迹。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⑧⑧1月29
日，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感染病
科汪玲教授取
下护目镜和口
罩，脸上满是勒
痕。 周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