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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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远帆

显微镜下看，当病毒进入人体时，
体内无数的白细胞会迅速集结，去吞
噬、杀灭病原体，保卫人体安全。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来袭的大背景下，透视基层治理，可以
看到一个个红色“细胞”也正被迅速激
活，集结抗疫一线，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这一个个红色“细胞”就是一名名
党员。

危难时刻显本色！连日来，长沙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畏艰险、冲
锋在前，与人民群众并肩作战，合力织
牢疫情“联防防控网”，确保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让党旗在防控疫情第一
线高高飘扬，留下了一个个感人的故
事。

疫情就是命令：“最美逆
行者”的身影

“孩子长大了，妈妈想骄傲地告诉
他，当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
那场疫情战役，妈妈有幸参与，且光荣
完成任务！”

陈琪，是长沙市第一医院护士，也
是一名25岁的年轻党员，家中稚子年仅
3岁。

大年初一，陈琪被抽调至医院发热
门诊工作，大年初二，因工作需要，又整
理行装奔赴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隔离病区工作。临行前，陈琪写下这段
文字，留给年幼的儿子。

疫情就是命令，怀着必胜信心的
“最美逆行者”的身影，是共产党人的英
雄本色。

“虽不能见面，一家人的心却是紧
紧连在一起的。”这个春节，长沙县李金
利一家都冲在了抗疫一线，互相打气加
油，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李金利是县行政执法局春华行政
执法队的党员。大年初二凌晨 3 时 30
分，他刚照顾好瘫痪在床的母亲起夜，

单位打来电话通知他参加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防控。

“疫情更要紧！”此后，他一直坚守
岗位，因为身患糖尿病多年，他甚至把
胰岛素带到办公室自行治疗，仍检查农
贸市场、排查娱乐场所、开展野生动物
专项执法……

同他一起坚守岗位的还有身为长
沙县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的妻子，从
大年三十起就一直在长沙县第一人民
医院一线抗击疫情。儿子也是星沙行政
执法队的执法队员，大年初二跟父亲一
起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参加疫情防
控。

在长沙市芙蓉区，区行政执法大队
定王台中队副中队长童继雄，1 月初被
确诊为甲状腺乳头状癌，并预约了正月
初六进行手术。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
他主动把这场手术推迟了，正月初二就
取消了休假，每天带领执法干部和社区
人员一起巡查娱乐场所、酒店旅馆、社
区楼栋、棋牌室、商场超市等。

“作为一名党员，要冲锋在前，我也
会在疫情缓和后配合医生治疗，早日康
复后，继续投入工作。”童继雄说。

坚守职责重任：筑起一道道
健康“防线”

坚守岗位与职责，哪里需要就去
哪。广大党员干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危难关头豁得出来，与时间赛跑，与疫
情战斗。

1月30日，长沙市公共救治中心修
缮改造工程完工，创下72小时改出一座
医院的记录。这其中也是许许多多党员
的责任、忠诚和决心。

“爸爸妈妈都加班去了，今晚我带
弟弟睡。”10 岁的洋洋已连续几天在日
记本上写下这句话。洋洋的爸爸是开福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工程科科长徐辉，
面对3天内完成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改
建任务，徐辉不仅要快速制定24小时轮
值安排，做好施工进度监督，还要负责

解决好春节期间施工材料等物资供给
慢的难题。洋洋的妈妈陈智英是长沙县
第一人民医院医师，也一直奋战在防疫
工作一线。

另一对“夫妻档”，尹曼和潘丽都是
望城区疾控中心的业务骨干，也是两个
孩子的父母。

疫情暴发后，两口子连夜将大娃送
回老家，投入到了疫情防控中。尹曼作
为检验科的副科长，哪里有可疑病例，
就主动申请去采样。妻子潘丽是免疫规
划科副科长，带着7个月的小孩，白天依
然坚持在岗。

面对疫情，长沙各战线、各领域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守岗位，也坚守
防疫的责任与担当，构筑起群防群控的
严密防线。

“快回家，你奶奶走了！”正在宁乡
市夏铎铺镇凤桥社区进行党员志愿者
义务防疫工作的预备党员周江波突闻
噩耗。

随之而来的丧事操办让他们家很
是为难。“奶奶生前最疼我了，但是现在
疫情严重，我们应该尽力阻止病毒扩
散，这是对自己和亲戚朋友负责，也是
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听了周江波的话，
家人开始难以接受，但最终服从大局，
同意了他丧事简办的意见。

最后，老人的丧事，不办酒席，没人
群聚集，一切从简。凤桥社区负责人登
门慰问：“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有这样的
觉悟值得点赞。”

援手大爱无疆：众志成城
赢得“战役”

抗击疫情，需要科学的部署、义无
反顾的决心、强有力的执行力，也需要
暖暖的爱流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希望能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尽绵薄之力。”

1月31日，在印尼美娜多经商的长
沙岳麓区望城坡街道望新社区党员刘
宏志将自己在国外购买到的3万多个口

罩全部捐献家乡。
疫情暴发后，刘宏志听说家乡医疗

物资有缺口，雇了两台车跑遍了美娜多
及周边地区所有的药店，并通过多种渠
道发动当地所有朋友帮忙，共采购到 3
万多个医用口罩，之后他关闭了自己在
当地经营的中餐厅，亲自把口罩送回
国。他说：“通过社会各界携手并肩，勠
力同心，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
坚战。”

在这场抗疫战中，红色“细胞”们在
严格、认真地对待疫情的同时，也播洒
着无处不在的关怀与爱。

“我来当这几个武汉回长人员的管
家。”

了解到武汉返长居民居家观察期
间生活不便后，芙蓉区火星街道曾家坪
社区党员谭武斌主动提出帮助他们采
购物资。

1月29日清晨，“谭管家”就上线了，
他拿着需求清单，去超市和农贸市场开
启后勤采购模式。此外，为切实阻断病
毒的传播，社区工作人员每次上门量体
温、送生活物资时，也都有谭武斌的陪
同。

有人问他害怕吗？“我了解这些人
员的情况，也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只
要他们能在家待得舒坦，这一切就值
得。”谭武斌说。

大疫面前有大爱，这些温暖的故事
在长沙还有很多。

“明天给小孩子买一些玩具送去，
两个女孩子，一个7岁，一个3岁！”在天
心区坡子街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戴次强一再叮嘱太平街社区工作人
员。社区对4位武汉籍旅客采取酒店集
中隔离措施，每天定点送上餐食，而跟
餐食一起送到的，还有精心为孩子们挑
选的玩具。在该街道八角亭社区，党员
志愿者们也特意购置了一批食品，挑选
了一批书籍，逐一上门送至武汉籍旅客
所住的宾馆房间。“非常理解他们现在
的 心 情 ，很 希 望 能 为 他 们 做 点 什 么
……”社区党员志愿者刘艳明说。

激战一线的红色“细胞”
——长沙抗击疫情中的党员群像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曾佰龙

“日产3000套，有困难吗？”2月3
日，湘潭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见到李文
辉时最关心的是企业产能。“就是缺
人啊，企业需要紧急招工！”李文辉道
出了头等难事。

李文辉是湖南永霏特种防护用
品有限公司负责人，2月2日，该企业
拿到全省首个医疗器械注册证，2月3
日又拿到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标志
着我省战“疫”保供大后方再添新军。
企业正准备开足马力生产，却困难重
重。为解企业燃眉之急，湘潭市政府
主要负责人主动上门。

“目前，两个厂区需要熟练工100
人，原来企业的老职工可以补充进
来，但她们分布在湘潭县射埠镇各
村，现在抗疫形势严峻，不让出村。”
令李文辉最头痛的是用工问题。“没
问题！我们安排,要湘潭县有关部门排
查这些职工信息，没有去过疫病区的
人员，经过防疫检测后，尽快安排上

岗。”这位负责人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人员上岗后，我还担心上百名

职工聚集在一起，吃、住、防控疫情都
成问题，他们中万一有人感染，企业
生产会受到影响。”这位负责人点点
头，对随行的湘潭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游志华说：“这个任务交给你，马上
办，要确保职工 5 分钟路程范围内有
地方吃饭、住宿，方便集中管理、集中
消毒，集中监测。”

“文辉，我刚才在你们厂区里转
了一圈，生产区还是太狭窄，我已安
排新的生产场地，消毒完毕后，交付
给你们使用。”这位负责人对李文辉
说,“你们现在一个职工，一天能生产
150套防护服，还能不能再快点，再多
生产一点，特别是生产抗疫前线急需
的医用级防护服，不要辜负省里的重
托和大家的期望。”

“我们会全力以赴保障日产量不
低于 3000 套，力保抗疫一线的医务
人员有防护服！”李文辉斩钉截铁，立
下“军令状”。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2 月 1 日 12 时，京港澳高速株洲
西出口。一辆鄂A牌照的救护车闪烁
着警示灯，缓缓从特殊通道驶出。

两名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迅速
下车抱起路边的一个白色箱子，远远向
株洲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挥手致谢，
又重新驶入高速公路向北急驰而去。

白色箱子里装的是株洲市民紧
急捐献的，被称为“救命血”的单采血
小板。为防止交叉感染，采取了“远距
离”交接。

1月29日15时许，株洲市中心血
站接到武汉血液中心的求援电话：血
小板告急，请求支援40个治疗量！

株洲市中心血站党总支书记、站
长刘昕晨介绍，血小板的保存期只有
5 天，因此血站常规不会备有大量库
存。患者使用血小板的流程，一般采
取医疗机构提出预约申请，血站当日
采集检测次日供给的方式。并且，为
保证采集的成功率，业内一般建议从
本年度内有过1次以上成功献血经历
的献血者中采集。

同时，血小板采集的过程复杂。
需要让捐献者的血液流入分离机，从

全血中分离出所需的血小板，同时将
其它血液成分回输给捐献者，整个过
程要循环 4000 毫升左右的血液，相
当于成年人体内血液总量。因此，采
集的耗时，也数倍于普通献血。

“1月26日我们就接到通知，做好
了为武汉保障供血的准备。但是，没
想到需要的是采集最艰难的血小板，
感觉压力很大。”刘昕晨说。

1月29日晚，株洲市中心血站召
开紧急调度会，连夜进行单采血小板
紧急招募。

春节坚守在岗位上的杨林伟、湘
西州务工返株的潘金良、从醴陵市赶
来的郭秀峰和丁光华……听说是为
了保障武汉供应血小板，30多位市民
争先恐后报名捐献。最终，经检测 28
位捐献者符合机采条件。

“每天我都关注着武汉疫情，心
里挺难过的。那里的兄弟姐妹需要我
们帮助，我愿意做他们坚强的后盾。”
捐献者张新华说。

据悉，40 个治疗量的单采血小
板，就能帮助40位重症患者的治疗。

株洲市副市长杨胜跃在慰问捐
献者时说：“你们是防疫关键时刻的

‘热血英雄’，是株洲的骄傲！”

驰援
八方

28位“热血英雄”紧急捐献血小板

株洲热血驰援武汉

隔离病毒不隔爱
长沙县六中高三艺考生温同学，原

计划春节后参加武汉音乐学院的校考，
却因为疫情被滞留在了武汉。得知消息
后，母校的各科目老师通过QQ、微信线
上授课，给她在这个特殊的春节增添了
温暖和勇气。 文/舒文 图/余宁山

“没问题！我们安排”

湖南日报2月 3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法兰）“我们要对小区142户
居民再次深入排查，再次宣传到户到
人，确保居民安全健康。”2月2日下午，
溆浦县卢峰镇团结社区丹桂园小区临
时党支部第一次会议召开，受县委组织
部委任，小区业主、县社保中心干部唐
涛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从小区住户中
选取的5名党支部成员迅速到岗到位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

城区人多面广，是疫情防控的重
点。为推动县直机关党员干部重心下
移、力量下沉，2月2日，溆浦县举行城区
住宅小区疫情防控工作誓师大会，兆隆
花园等33个住宅小区临时党“如果外出
感染了病毒，整个小区的居民都要跟着
受牵连。”福泽园小区一名业主不听劝
阻，欲强行开车外出。小区临时党支部书
记武志平和物业管理人员耐心劝解，细
心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最终得到了该业

主理解。武志平介绍，为方便小区业主，
城区各小区临时党支部还建立了物资保
障微信群，在家的居民可以把需求发到
群里，必要物资由城区各超市派驻小区
的专员为大家购买后送上门。

为加强铁路、高速、国省干道出入
口检测点值班值守，公安、交警、路政、
疾控等单位和属地乡镇选派党员干部，
在13个重点路段检查站卡成立临时党
支部，牢牢把住疫情防控的入溆关口。
溆浦县低庄镇与安化县思溪镇交界，双
方协商在国道354松阳坪交界处共同设
立防疫值班岗。1 月 28 日，双方共派出
21 名共产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
三班倒，严格检查每辆过往车辆。

“疫情一天不退，我们一刻不撤！”
溆浦临时党支部筑牢防控一线战斗堡垒

湖南日报2月 3日讯（记者 徐德
荣 通讯员 王苏燕 廖承雄）2月3日，位
于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的南岳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正式复工，为我省乃至全国
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药品保障。

南岳生物制药公司我省唯一的血
液制品企业，生产的静脉注射用人免疫

球蛋白应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患者，可增强免疫力，提高治愈率，目
前市场需求呈现井喷。

疫情暴发以来，该公司启动国家血
液制品动员中心专用储备物资应急预
案，联合医药同行、流通部门、供应商
等，调动企业一切资源，全力保障春节

期间药品及时供应。截至2月3日，该公
司共为湖北省提供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26820 瓶，人血白蛋白 4740 瓶；为湖南
省内提供静注人免疫球蛋白36121瓶，
人血白蛋白35013瓶。

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
理肖汉族表示，全面复工后，生产设备
将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加快 3 个批
次 6 万支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的生产。
同时，公司目前库存 22 万支静注人免
疫球蛋白，可确保省内供应。

南岳生物制药公司复工开足马力
目前库存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可确保省内供应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廖雩先

“戴好口罩、手套，穿好防护服，走
走走，赶紧出发。”2月2日早上8时不
到，一连串急促的催促声过后，浏阳市
张坊镇卫生院唐素芳院长便带队前往
监测对象家开展例行体温监测，这几乎
成为她春节以来工作的日常。

张坊镇面积 300 多平方公里，是
浏阳市第二大乡镇，此次疫情发生以
来，张坊镇有湖北回浏人员、密切接触
者共计 110 多人，分布在 7 个村（社
区）进行自我隔离。唐素芳和卫生院
40多名医护人员坚守一线，每天上门
2 次给他们测量体温，承担起他们的
护理工作。此外，在卫生院发热门诊、
住院部、护士站3个医疗点和G354国

道张坊与江西搭界处、长浏高速大围
山南收费站两个监测点，医护人员也
要24小时轮流值守，每人每天工作时
间基本都在10小时以上。

唐素芳的丈夫王辉阳也是一名医
生，夫妻二人从1月22日至今奔赴各
自的工作岗位，一直奋战在阻击疫情
的基层一线。因为工作需要，唐素芳与
丈夫一直没能回家，年仅 6 岁的大儿
子和一岁半的小女儿每天就只能用视
频与爸爸妈妈见面。

医护人员的无私付出感动着乡
邻。在杭长高速大围山南出口哨卡，该
镇茶林村的村民多次主动为哨卡值勤
人员送来方便面、鸡蛋、橘子和荷叶粑
粑等慰问品。“他们没日没夜的蹲守值
班，太不容易了。”村民说。

防控一线，乡医夫妇写担当

2月3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是来武汉金银潭医院支援以
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下午 1 点多下了
班，走在空旷的马路上，阳光暖暖地洒
在身上，微风轻轻地吹在脸上。明天就
要立春了。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上午 8 点到
下午 1 点这个时段的班，也是第一次
接完班能跟着医生一起查房，反馈患
者最近的病情，了解下一步治疗方案。
其实，我最想听的是每个患者的希望，
我们能为他们做多少。

我照顾的 6 床是一位 24 岁的女
孩。她插着管上着呼吸机，尽管呼吸机
参数都很高，但血氧饱和度还是很不
好。于是，医生决定给她翻俯卧位。以
前在自己科，翻俯卧位如同家常便饭。
但在这里，每个医护人员都全副武装，
每次用力操作就会感觉到防护服里面
在滴水；每做一步都要停下来深呼吸

一下，不然感觉自己也要窒息了。我和
两位女医生、一位女护士，花了半个小
时才给她安全摆好了俯卧位。随后，她
的血氧饱和度就慢慢上升到 95%。她
还那么年轻，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
等着她。

今天有个好消息。我第一天来照
顾的那位15床大叔，今天解除重症监
护，回普通病房继续观察。如不出意
外，再过两个星期的隔离观察，他就可
以出院了。

重症监护室周转很快。有时候,这
个班看到的患者，下个班就看不到了。
生命戛然而止。火神山医院已经开始
接收患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患者得到
及时的救治，每天都能有更多的患者
解除重症监护，解除隔离，回归正常生
活。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管护师 殷俊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一线战“疫”日记

立春了，希望更多的患者回归正常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肖畅

一辆摩托车，每天跑两趟，13户
17人，70多公里10多个小时；

一名退休老村医，重新穿上白大
褂；66岁的丈夫甘当骑士，为她保驾
护航……这个春节，退休村医披褂再

“出征”的故事，在湘乡流传。
2 月 1 日上午，记者见到了故事

主人公——湘乡市毛田镇水府新村
村民肖银喜和她的丈夫刘冬秋，此
时，他们正在给泉冲组村民谢合清监
测体温。

“体温正常，没有咳嗽也没有气
促。如果身体不舒服，记得第一时间
打我电话。”肖银喜一边说着，一边把
酒精、体温表放进橘黄色布袋里，径
直朝外走。庭院外，丈夫刘冬秋已将
摩托车掉好头，拧开了阀门。

“喝口水再走啊，一天两次这么
跑，总得歇一歇啊！”谢合清喊着。“不
了不了，其他村民还等着我嘞！”一转
眼，摩托车已行驶在村间小道上……

春节期间，疫情防控阻击战打
响。经过地毯式摸排，水府新村共有
13 户 17 名湖北返乡人员。缺少乡村
医生为他们进行健康检查，成了困扰
村党总支书记陈阳轩最大的难题。

焦心之时，陈阳轩想到了肖银喜
夫妇俩。肖银喜是退休老村医，曾奋
战在“非典”一线，其丈夫刘冬秋是村
党总支委员。两人都已66岁，也都是
老党员。

1月27日中午，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陈阳轩拨通了肖银喜的电话。“没
想到他们二话没说就答应，当天下午
2时多我就把名册送到他家。”陈阳轩
赞叹不已。

然而，此举却遭到肖银喜家人
的反对。“爸妈年纪大，都退休了，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随时都有感染
的危险……”儿子刘军说出了自己
的担忧。

“我们是党员，只要组织需要，
任何时候都要‘打头阵’！”肖银喜
夫妻俩话语坚定。最终，刘军被父
母的坚持打动，准备防疫物资、给
摩托车加油检修、整理监测结果，
也忙得不亦乐乎。

此后，每天上午 8 时，肖银喜夫
妻俩便骑着摩托车、冒着严寒，为全
村17名湖北返乡居家隔离人员进行
每日两次的体温监测。70多公里路，
10多个小时，夫妻俩的身影，成了乡
间路上最美的风景。

退休村医
披褂再“出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