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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湖南日报2月 3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童宗锦 钟毅刚）如何落实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早”措施，
尽量减少流动、就地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汉寿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把“筛检哨
点”前移至乡镇，大大降低传播风险。日
前，该县派出6个“筛检哨点”下沉到乡镇
街道开展工作，已处置重点人员46人就
地居家隔离，36人在定点医院隔离。

针对当前疫情形势，汉寿县防控指
挥部研判认为，早发现，尽力减少发病、

疑似以及与传染源有接触史人员的流动
是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的关键。为此，该县
明确由县人民医院牵头，抽调临床、疾控
等专家组成的6个医疗组，分别在崔家桥
镇、军山铺镇、蒋家嘴镇、酉港镇、坡头
镇、东岳庙镇等卫生院设立“筛检哨点”，
对发热病人、有流行病学接触史的人员
进行重点检查，由专家对其分类作出正
常、居家隔离观察、移送定点医院隔离观
察等处置，减轻了县级医院分诊压力，减
少了疫情重点危险人员流动。

汉寿落实“四早”控疫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李文耀
通讯员 蒋如梅）2 月 1 日，长沙市岳
麓区莲花镇三和村工作人员发的
一条信息刷爆朋友圈，获得无数点
赞。

原来，这条信息反映的是三和
村 76 岁的彭秋云老人由于腿脚不
便，开着电动轮椅来到三和村村委
会，从口袋里掏出1000元交到村党
总支书记陶如怡手上。老人说：“我

是国防科大退休职工，一直靠政府
的退休金生活。现在疫情严重，我想
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希望能用这
些钱给有需要的人添置点防护用
品！” 老人的暖心之举，让在场工
作人员深受感动。三和村工作人员
易姣把情况写下来，发到朋友圈，获
得好评。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张佳伟 肖霄 通讯员 胡晓建
邓毅敏）“以前不知道用过的口罩
该怎么处理，担心造成二次污染。
现在有了废弃口罩专用收集桶，
放心多了！”2月2日，邵阳市大祥
区中心街道曹婆井社区工作人员
宋能军说。2月1日，大祥区在居
民小区、大街小巷、公共场所、公
交站点等人口密集的重点区域，
设置废弃口罩专用收集垃圾桶近
1000个。

大祥区制定《关于防疫防控
期间废弃口罩收运消杀处理办
法》，从投放、收集、消毒、转运等
方面引导全区废弃口罩的规范
化处置。《办法》要求，各街道需
在城区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设
置废弃口罩专用收集桶。区财政
投入数万元购置一批垃圾桶，贴
上“废弃口罩收集桶”字样，统一
配送下去。

对废弃口罩处理，大祥区
实施“统一收集、统一转运、统
一处理”的闭环运转模式，避免
传染风险。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2月3日一大早，丈夫张平推着轮椅
将妻子胡冬玲送到办公楼下，然后背着妻
子爬上6楼的办公室。丈夫累得坐在凳子
上气喘吁吁，妻子则拄着拐杖开始了紧张
的工作，胸前佩戴的党徽闪闪发亮。

胡冬玲是会同县妇幼保健中心主
任，今年1 月初下乡扶贫时，因右脚严
重骨折而住院治疗。1月21日，接到疫
情防控命令后，她毅然放弃住院，每天
由提前退休在家的丈夫担任“助手”，
照顾行动不便的她坚守岗位。

党徽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面对来
势汹汹的疫情，怀化市委率领7万多名
党员干部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以冲锋者的姿态、守护者的身份，
坚定地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以上率下，“四级书记”冲在前

从农历大年初一以来，怀化市委
书记彭国甫分别到溆浦、中方、新晃、
鹤城、芷江等县区和市内的社区、医院
等地督查；2月2日，他来到芷江公坪镇
孙家冲村，实地察看村级卡口疫情防
控情况，向村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要
求各地把疫情防控各条禁令执行到
底，千方百计阻断疫情扩散蔓延。市委
副书记、市长雷绍业同样把指挥位置
前移，深入辰溪、沅陵、麻阳、鹤城等县
区和市区内的高校、农贸市场、高铁站
等地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用身影指挥，用行动说话。怀化市
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连日

来，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留下了怀化各
县（市、区）书记忙碌的身影。在洪江
区，洪江区工委主要负责人来到医院、
街道、入城道路检查疫情防控重点部
位，督查责任落实。在溆浦县，溆浦县
委主要负责人以暗访的形式，多次深
入防控一线，督促落实联防联控工作

“十条措施”。在沅陵县，沅陵县委主要
负责人到客运码头、汽车站现场督战，
精准落实落细各项防控举措……

“党委书记关键时刻要冲在前，困
难面前不退缩。”这是辰溪县船溪乡党
委书记滕刚在日记中写下的话。在全
乡设置 23 个检疫点,组建农村志愿者
队伍 15 支,上门向武汉返乡隔离人员
宣传疫情相关知识……从农历大年三
十起，他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至今没
有回过家。沅陵县肖家桥乡驮子口村
党支部书记邓成政母亲中风在住院，
妻子摔断腿卧床不起，疫情发生后，他
早出晚归，一心扑在防控宣传、交通设
卡上，半夜还在手机上疏导隔离群众
情绪，家里尽孝之事交给邻居“代劳”。

疫情防控阻击战，重点在基层，难点
也在基层。全市乡镇党委书记、村支书不
顾疲惫、不惧危险，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战争年代“我是党的书记，同志们跟
我上”的动人场景在怀化处处重现。

凝聚力量，各级党组织筑起
坚强壁垒

“通过各组细致摸排，全村累计外
出务工春节回家人员307人，其中湖北
省返乡人员5 人。”在洪江市群峰乡杨
柳村一张网格作战图上，显示出这样

的“战绩”记录。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全乡各村党

支部实施‘挂图作战’。”洪江市群峰乡
党委书记易荣华说，通过建立“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作战式的防控体系，组织
党员干部和辅警对外来返乡人员特别
是从湖北方向来的人员进行拉网排查，
详细摸底，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这场
分秒必争的战役中，怀化市基层党组
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广大
党员干部冲在救死扶伤第一线、群防
群治第一线、保障救治第一线，铸成防
疫前线最坚固的长城。

1月29日晚11时，一条“请党员突
击队迅速支援城北育林社区疫情排查
工作”的消息，在怀化市林业局机关微
信群里发出。30 日一大早，机关一、二
支部的全体党员已经赶到育林社区参
战。针对当前疫情，怀化市林业局党组
向广大党员发出“倡议书”，仅半天时
间就组建了一支由84名党员组成的突
击队，成为该局抗击疫情的中坚力量。

1月29日，洪江区在3个疫情防控
点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员干部成了防
控点的“排头兵”。连日来，该市上千个
临时党支部和临时党小组在全市各地
防疫一线成立。这些临时党组织，党性
却一点不“临时”，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坚决守好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党旗飘扬，插在群众最需要
的地方

“妈，我这段时间比较忙，您自己
照顾好自己。”1 月 30 日早晨，在靖州

渠阳镇五星村，61 岁的村主任杨秀智
撂下一句话，匆匆出了门。“戴好口罩，
少出门，莫赶场……”在村子的另一
头，73岁的村民余祖元家里，杨秀智亲
手给老人戴上口罩，再三叮嘱。

作为党员，作为村主任，杨秀智当
仁不让地成为村里临时指挥部的“急
先锋”，带着村里20名党员分成3个小
组，24小时值班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监
测返乡人员体温、杜绝外来人车……
忙得“脚不占地”。“只要能防控到位，
保证村里不发生疫情，再苦再累也值
得。”杨秀智说,“对老娘的亏欠，等过了
这一段再弥补吧。”

一名党员一面旗。怀化市广大党
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做老百姓幸福
安康的主心骨，把党旗插在群众最需
要的地方。

“请把我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不
计报酬，不论生死！”1月29日，洪江市
疾控中心全体党员递交了“请战书”，
有人话语坚定,要求进入抗击疫情的第
一线战斗，并在请战书上郑重地签上
了自己的名字。

疫情发生以来，怀化各条战线的
共产党员挺身而出，一页页摁满红手
印的请战书、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誓言、
一串串奋战在一线的足迹，诠释的是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为了推动党员干部重心下移，力
量下沉，怀化实施了“四级干部集村

（社区）干部齐心防疫情”行动。市、县、
乡、村四级干部尽锐出战，3.5万余名干
部进村入社区，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
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湖南日报2月 3日讯（记者 徐荣
曾佰龙）10多天时间，湘潭有20万名党
员，200多万名群众投入到防疫工作中，
他们总结出“四联”“四防”“四控”“四
治”工作法，有效阻击了疫情。

这“四联”“四防”“四控”“四治”分
别指联村组、联门栋、联信息、联干群；
防聚集、防流动、防蔓延、防盲区；控重
点人群、控重点区域、控重点物资、控重
点关口；治病患、治痛点、治松懈、治市
场。通过这一工作法，湘潭阻击疫情成
效明显。截至目前，已累计停办各类大
型活动43场次，对全市各景区景点、公
共娱乐场所大型集会活动全部关停取
消。当前,该市积极调度全民防护口罩及
防护用品，日常生活物资充足，能满足
市民的“菜篮子”。该市对涉疫区人员进
行了全面摸排，已累计摸排34718条数
据，管理密切接触者204人，确诊患者在
3家定点医院得到妥善救治。

疫情发生后，湘潭市四级书记联
动，党员干部带头，组成“先锋队”，运用

“小喇叭”，挨家挨户宣传防疫知识，摸
底防疫情况，汇总人员信息，很快摸清
了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也发
现了盲点、痛点和难点。疫情面前，党员
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布下“十面埋伏阵”。
该市还设置24个全天守候的疫情防控
卡点，每天投入警力220人，逐人逐车进
行检测，对进出湘潭的东、南、西、北4个
车流量大的出入口，进行重点布防，设
下“四门兜底阵”。

湘潭市新闻宣传战线全员取消休
假，用报纸、电视媒体、移动新媒体平
台、县级融媒体平台，形成“一字长蛇
阵”，加大宣传，引导舆情。同时，湘潭市
纪委监委对在防疫工作中失职渎职，不
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进行督查
问责，严肃查处5起典型案例，公开通报
6人。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刘卫华）“主营产品暂缓，先开足马力
生产防疫用品，支援全市防疫工作。”2月
1日，娄底市政协常委、健缘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金之健在公司主营产品尚未复
工生产的情况下，动员组织40多名党员职
工，开足马力生产抗击疫情防护用品。

娄底市政协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市
各级政协组织、市政协各参加单位、住
娄省政协委员、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和界
别群众等，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调动一
切有利资源，助力疫情防控。

娄底市政协民盟界别医卫人士，组
织并带动60多名卫生系统的盟员主动
投身抗疫阻击战。其中，娄底市中心医
院盟员谢瑜及其团队成功抢救确诊重
症患者。民盟盟员、湖南薪火传环保科
技公司董事长陈庆平连夜将医疗垃圾

气化处理设备送至武汉，帮助武汉采用
无烟雾、无异味、无污水方式处置口罩、
防护服等医疗垃圾。民盟盟员、湖南中
纵联联信息科技公司总裁朱伟捐资50万
元，购买医用口罩捐赠给省内医疗机构
和公安一线执勤民警。

娄底市工商联界别发动所在界别
的市政协委员、工商联会员、异地娄底
商会积极助力疫情防控。住娄省政协委
员姜浩文从自己创办的两家民营医院
抽调17名医卫人员参与防疫工作，并向
涟源市捐赠医用口罩1万个。武汉市娄
底商会会长肖亮、党支部书记易阳分别
向武汉捐款10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 月 31 日，娄
底市工商联界别和异地娄商累计捐款
330余万元，捐赠口罩149万多个、防护
服1万套、医用手套2万副等。

娄底 政协委员闻“疫”而动助力防控

湘潭“四联”“四防”“四控”“四治”抗疫
党徽照我去战斗

——怀化市党员干部尽锐出战防控疫情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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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陈慧

“要从科室调人去武汉支援。”
“你要去吗？”
“我想报名。”
1 月 30 日，看到妻子发来的信

息，喻强刚问了一句，便收到妻子的
回复，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但很
快，他做出了庚子年第一个重大决
定：“全力支持！”

今年39岁的喻强是长沙市公安
局天心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党员。为
防控疫情，他春节都是在办案和疫
情防控中度过的，不要说与家人团

聚，就连打个电话也是一种奢侈。他
的妻子、36岁的罗辉，是湘雅医院重
症监护室护士，也是党员。疫情发生
以来，她坚守岗位，加班加点。喻强
心疼妻子，不忍打扰她，于是，两人
这段时间主要是通过微信互报平
安。

在科室要调人去武汉支援时，
罗辉写下“请战书”、摁下手印，然后
试探着给同样身处疫情防控一线的
警察丈夫发信息。她知道，丈夫肯定
会支持她，但她也怕丈夫会担心她，
没想到得到丈夫“全力支持”，心里
不由一暖。她马上给丈夫发了几个

字：“你是我勇敢的爱人！”
结婚9年，身为刑警的喻强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是位“不合格”的丈
夫，平时工作强度大，经常出差、加
班，照顾家里两个孩子的事一直落
在妻子罗辉和父母身上。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她有使命在身，我有责任在肩。
这一仗，我们都得上。两个孩子就辛
苦爸妈照顾了。等打赢了这场‘仗’，
我和罗辉多陪陪你们。”这是喻强把
两个孩子托付给父母照顾时说的
话。

这是一场战役，但对喻强和罗
辉来说，却身处两个战场，一个是

“蓝衣卫士”，一个是“白衣天使”。他
们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义无
反顾，勇敢向前。

老人开着电动轮椅来捐款

一场战“疫”，两个“战场”——

“你是我勇敢的爱人”

全面消毒防疫
左图：2月3日，湖南省财贸医院，长沙蓝天救援队对长沙市多个街道社区和单位的人员密集区域进行全面消毒防疫。
右图：2月3日，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地铁保洁员在对出入口进行消毒防疫。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王梅）
今日，记者从衡阳市财政局获悉，截至2
月2日，衡阳市投入4.97亿元财政资金，
确保疫情防控顺利进行。

其中，拨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2亿元，确保医保基金支付到位；下
达各县市区医疗救助资金9107.7万元，
确保救助资金兜底到位；市县（区）财政
共投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保障专项经
费2.06亿元。

为确保疫情防控资金到位，衡阳市财

政第一时间拨付资金900万元，后续随着
防控工作的推进，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
办”的原则按需保障防疫专项资金。疫情
期间，衡阳市财政局加强与市卫健委、市
医保局等联防联控部门的信息沟通，形成
密切协作的防控合力，及时为相关部门提
供优质高效的资金保障与采购服务，简化
流程、特事特办。为保障确诊患者和疑似
患者医疗费用，消除群众看病就医顾虑，
衡阳市财政局明确了医务工作者和防疫
工作者临时补助标准。

衡阳 投入4.97亿元资金防控疫情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梁军）2 月 1 日，湘阴县
委印发通知，出台10条激励措施，进一
步激励全县党员干部和医护人员在战

“疫”一线积极担当、奋发作为。
湘阴县委坚持把战“疫”一线作为

淬炼干部、检验干部、识别干部、选拔干
部的重要阵地，全过程、全方位掌握干
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表现；同时出台

10条激励措施，鼓励引导全县广大党员
干部和医护人员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挺身而出、扎实工作，经受住考验，切实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激
励措施涉及记功嘉奖、经济奖励、优先
参加学习考察、优先晋升职称、符合条
件人员按程序优先招录为事业编制人
员、党员干部表现情况作为提拔使用或
职级晋升的重要依据。

湘阴出台“战‘疫’10条”
为一线党员干部加油鼓劲

湖南日报2月 3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满益群 李婉娟）2月2日，张家
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知，要求全
市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管。

通知要求外卖餐食配送要严格遵
守《餐饮服务操作规范》加工制作，确保
外卖餐食安全，选择有效方式对外卖餐
食密封盛放或使用“食安封签”。同时，
要确保配送人员安全，配送人员配送时
需佩戴符合要求的口罩，每日要对配送

人员开展体温检测，每派送趟次要洗手
消毒。倡导“无接触配送”，协商约定将
餐食放在指定位置，避免面对面送取
餐，尽可能确保安全。

通知还要求，全市暂时禁止在餐饮
服务场所举办就餐、聚餐、集会、庆典活
动，各餐饮单位湖北籍已经返回湖北的
员工暂缓返张复工。各餐饮服务单位加
强防控疫情宣传工作力度，充分利用
LED显示屏、微信群等有效宣传平台加
强疫情防控工作引导，筑牢全市餐饮服
务疫情防控坚实防线。

张家界 倡导外卖餐食“无接触配送”

部署
周密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曾晓蓉

没有鲜花、没有婚纱、没有伴
娘、没有隆重的仪式……1月31日，
湘潭市雨湖区昭潭街道宝丰街社区
工作人员李露就这样把自己嫁了。

“虽然与之前期待的婚礼很不一样，
但我不遗憾。作为一名党员，在这个
特殊时期，我必须带好头。”被丈夫杨
浩抱出家门的李露笑得十分灿烂。

李露今年31 岁，是家里的独生
女。李露母亲陈利娥告诉记者，去年一
家人商定了婚礼的日子，也早早给亲
朋好友发出了邀请。好不容易盼到女
儿出嫁，不料疫情来袭，打乱了所有计
划。1月24日，李露跟杨浩商量，推迟
婚礼。母亲陈利娥首先不答应，“结婚
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做好了一
切准备，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经过
反复劝解，一家人最终商定婚礼照办，

但一切从简，只由丈夫一人接她过门。
1月31日上午，杨浩准时来到了

李露家，拿着一只红气球单膝跪地向
李露深情告白：“老婆，我过来接你
了，这几天花店没开门，只能用这个
气球代替。虽然婚礼很简单，但我对
你的爱不会少，你愿意嫁给我吗？”接
过气球，一身便装的李露用力点了点
头，说：“我愿意！”

当天，吃过午餐，李露又返回工
作岗位，参加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阳光下，那一身便装，如婚纱一
般美丽。

一场战“疫”中的婚礼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2月3日，雨后天晴。湘阴县文
星街道先锋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一对青年男女佩戴口罩和手套，
提着大包小包，在医护人员引导
下进入一居民楼小区。

女子名叫张邕子，湘阴人。男
子 是 她 的 男 朋 友 ，名 叫 Benny
SNG，英国籍马来西亚人。

张邕子说，社区采购了蔬菜、
水果等食物，免费送给被隔离的
乡友。她与Benny SNG主动加入
先锋社区防控志愿服务队，为家
乡抗疫尽游子绵薄之力。

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为了有
效控制潜在的传染源，切断传播途
径，湘阴组织对湖北返乡等对象，逐
村逐组逐户逐人排查核实，实行“二
包一”或“三包一”精准管控。

“疫情很危险，害怕吗？”记者
问。“害怕！但比起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我们这点危险又算什么！”
张邕子答。“我支持邕子！”Benny
SNG用中文说道。

张邕子与Benny SNG相爱5
年。今年春节，Benny SNG 特意
请了一个月假，从利物浦飞到湖
南，满怀期待与张邕子共筑爱巢。
正当亲友收到他们的请柬时，却
遇上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疫情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不
能置身事外。”张邕子决定延期婚
礼，得到 Benny SNG 的赞同。从
大年初五起，两人每天做好自身
防护措施，站在自家的小区门口，
为出入市民发放防疫科普知识宣
传单，耐心劝导市民戴口罩、少出
门、不访友、不聚餐。

“推迟婚礼后悔吗？”记者问。
张邕子与Benny SNG深情对望，
回答：“婚礼延期，幸福不延期！”

写真
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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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