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来，祁阳县按照“县统筹、镇负
责、村为主”的要求，率先出台群防群治
的“责任清单”，实施县防控指挥部、县
级领导、成员单位、镇办、村社、医疗机
构各级联动机制，以最严格的措施抓联
防联控、群防群控、自防自控，形成强大
工作合力。

该县连续召开4次常委会会议，安
排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成立了由县委书
记任组长的防控指挥部，全面落实县防
指工作职责。指挥部下设九个工作组，
全部由县级领导任组长。全体县级领导
全部深入联系的镇村，坐镇部署、靠前指
挥、督查督办，组织落实重要防控任务，
协调医疗卫生机构和解决突出问题。全

面落实31个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做好各
部门职责范围内各项防控工作，确保指
挥部命令执行到位；重点做好农贸市场、
医药市场、经营场所、交通运输、社会舆
情等行业的监管与执法。严格履行“属
地管理”责任，实行防控工作日例会制，
所有镇（街道）干部到岗到位，并实行“签
字背书”，包干负责，加强防疫动员，教育
引导群众“勤洗手、戴口罩、多通风、不聚
会、不串门、常消毒、测体温”。

同时，该县落实人员追踪监测和居
家医学观察措施。动员到户到人，对村

（社区）、楼栋（自然村）、家庭的宣传教
育实行全覆盖；守好村口村道，排查管
控到位，所有从武汉和其他地方返乡人

员、外来人员必须全部登记造册、标识
到户，并落实监管责任。落实健康监测
责任，在高铁站、三个高速公路出入口
及交通要道设立监测点12个，对发热
人员、疑似病例进行快速科学处置；落
实人员排查责任，落实分类诊治责任，
并每天向县防指报告排查、分类诊治等
情况。

截 至 目 前 ，该 县 已 印 发 公 告
1.5万份，发放宣传折页50万份，通过
广播电视、新媒体、宣传车等媒介大
力宣传防控知识。各级党员干部已
全部深入村（社区）一线，各项防控措
施有条不紊推进。

（唐书东 刘志军） ·精彩湖南·

祁阳各级联动全力以赴防控疫情

“勤洗手、常开窗，有事出门戴口罩……哎呀我的妹耶，
科学防控保健康……”2月3日，一段祁阳小调《全民防控保健
康》在祁阳市民的朋友圈里广为传播。

近段时间以来，全国人民正众志成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祁阳县积极应对，采取各种措施加大防控
力度，运用电视飞播、视频宣传车、“村村响”广播等各种平台
和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广泛深入宣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的防控知识。

为使防控知识宣传到位、家喻户晓，该县还积极挖掘当
地传统文化元素，利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祁剧、祁阳小
调，创作了祁剧高腔《誓将毒魔一扫光》、祁阳小调《全民防控
保健康》、祁阳渔鼓《众志成城抗疫情》、祁阳快板《阻止新型
冠状病毒人人有责》等作品。这些作品已制作成音频和视
频，通过“大喇叭”的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并在媒介上推广宣
传，通过通俗易懂的歌词、生动活泼的语言，劝告人们注意个
人卫生、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共同防控疫情，赞美医护人员和
干部群众抗击疫情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人人防控、人人有责
良好局面的形成。 （唐书东 刘志军） ·精彩湖南·

祁阳运用非遗作品宣传疫情防控
“面对疫情，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它，然后要正确进行

防护，疫情虽然可怕，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人民群众
的支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病毒！”日前，永州零陵区率
先成立心理救援队，为全区 19个疫情防控卫生检疫站的工
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技术指导和心理咨询疏导服务，为全
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构筑“心理防线”。

连日来，零陵区心理救援队队员走进全区各个社区、各
疫情防控卫生检疫站点为一线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示范检测
设备的使用以及疫情防控的相关注意事项，告诉大家正确
认识、正确防护疫情，为大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为一线工
作人员“降压”，为全区防控疫情加油鼓劲！

据介绍，1月28日，零陵区就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心理救
援队，救援队由14名专业的医护人员组成，她们都是零陵区
妇幼保健院选出的专业能力和沟通能力强的业务骨干。目
前第一阶段为全区 16 个乡镇（办事处）以及 19 个疫情防控
卫生检疫站工作人员提供心理疏导等相关服务。

（张兴国 胡纯亮）·精彩湖南·

零陵率先成立心理救援队为“战疫”“降压”

“每天一早，我们就听‘村村响’
广播，及时了解疫情和防控知识。‘村
村响’办得好！”2 月 1 日，新宁县清江
桥乡清江村村民夏贤平站在自家阳
台，一边吃早餐一边仔细聆听“村村
响”。

“大喇叭”响起来，群众心里亮起
来。自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以来，新宁县“村村响”广播每
天及时播发防控信息，全县 7000 多
个“大喇叭”同时发声，使疫情防控信
息“声”入人心。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新宁县狠抓农村防控这一薄弱环

节，充分发挥“村村响”的宣传作用。
为确保全县农村“村村响”广播天天
响、优质响，及时快速地将疫情防控信
息传递到每家每户。春节期间，新宁
县融媒体中心应急小分队奔走在全县
各个村组，对全县“村村响”广播终端
和喇叭等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共出动
200 余人次，车辆 20 台次，先后更换
广播终端60多台，喇叭30只，广播主
机9台，发射机6台，检查维修78个行
政村广播设备。

新 宁 县“ 村 村 响 ”让 党 的 声 音
“飞入”千家万户。每日定期播放防
控防疫知识和信息，提醒广大群众

少串门、勤洗手、戴口罩。同时，各
乡镇、村利用“村村响”，自主播报疫
情防控相关信息，引导群众不信谣、
不传谣、不恐慌，稳定了全县近 50
万农村群众的情绪，坚定了打赢疫
情防控战的信心。

黄龙镇石泥村党支部书记易晓金
介绍，村里借助“村村响”，每天上午、
下午各广播一次，每次广播 3 遍。通
过广播的引导，村民们在春节期间已
自觉停办了 8 场婚丧酒宴，并自觉取
消了聚餐、聚会等集聚性活动。

（杨 坚 陈定海 李春雄）
·精彩湖南·

新宁县：“村村响”让防疫信息“声”入人心

当前正值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关键时期，隆回县各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把投身防控疫情第一线作为
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
磨刀石，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对
标对表，明确任务、位置和责任，全面动
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积极主动投
身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与130万隆回人民群众想在一起、站在
一起、干在一起，在疫情防控阻击战这场
实战、硬仗中砥砺初心、践行使命。

领导干部深入一线靠前指挥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1月22日上午，隆回县委书记王永

红主持召开今年第 4 次县委常委会会
议，专题研究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始终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做
最充分的准备，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结束后，县委书记王永红、县

长刘军马不停蹄先后来到县疾控中心、
高铁隆回站，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现场检查部署。

据悉，从22日开始，隆回县各级党
员干部就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充分发
挥“主心骨”、“排头兵”作用。该县由县
领导王永红、刘军率队，包括县委、县人
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县人武部
的县领导分赴 25 个乡镇（街道），直接
进村入户督导督查疫情防控工作。与
此同时，该县明确疫情防控工作一天一
调度，严格落实落细领导工作责任制，
主要领导亲自抓、直接抓、具体抓，以最
严措施、最严作风、最严纪律，确保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落细落实；积极主动
作为，结合隆回实际进行细化实化，实
现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以有力措施阻

止疫情蔓延。

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坚强战斗堡垒

疫情在哪里，党旗就在哪里高高飘
扬。

1月26日是农历正月初二，云端花瑶
虎形山雪飘漫天，树上挂满了晶莹银条。
当天上午，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乡村干部
全部取消休假，返回岗位。该乡由班子成
员包村，带领驻村工作队与村支两委，全
面彻底排查筛查，逐村逐组逐户做好返乡
人员特别是武汉返乡人员的摸底登记。
在初步摸排的基础上，该乡还逐户上门再
次联系摸排，切实做到不漏一人、不留死
角、不留漏洞、不留空白、不留隐患，确保
人员全覆盖、信息无遗漏。

在桃花坪街道，各个村居、社区党

支部把党日主题活动现场放在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线。该
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波为居家自行隔离
的张某等两户隔离家庭送去大米、食用
油、白菜等生活物资，并将他们的家庭
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居家隔离
人张某在电话中激动地说，看到街道党
工委的党员不怕危险，前来关心居家隔
离家庭，看到红艳艳的党旗，看到闪闪
发光的党徽，心里特别温暖。

在艰难险阻面前冲锋在一线，隆回县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的优势，广
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加强自
我防护，把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变为人民
群众的自觉行动，凝聚群众力量，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到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之
中。全县上下众志成城、团结一心，以科

学有力的措施积极防控疫情，以必胜的信
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鲜红旗帜

不计报酬，不论生死！1月27日，隆
回县人民医院接到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关
于组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救
治医疗队支援湖北的紧急通知，该院全
体医护人员积极响应报名。最终，该院
决定派出以共产党员、抗击“非典”功臣
张小红为队长的医疗队驰援湖北。在县
人民医院，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组建
临时党小组，党员医生自觉到最危险的
岗位上去，把疫情防控和救治作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实践。

面对疫情，到一线去！在西洋江
镇，30 多名党员和干部向组织交出请

战书，纷纷要求投身到抗击疫情一线去
开展工作。在鸭田镇，广大党员争当

“宣传员、劝导员、示范员、卫生员、跑腿
员”，积极组织带领村民群众打好疫情
攻坚战。在县农业农村局，由 40 名党
员干部组建成6个技术服务队，分赴全
县 25 个乡镇（街道），为全县规模养殖
场、屠宰场（点）清扫消毒和防控提供技
术指导服务。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隆回
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党员，高度
自觉地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
生活纪律，无条件地服从工作分配和工
作部署，都以“抗击疫情、党员先行”的
勇气以及“众志成城、战役必胜”的决
心，真正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
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坚
定站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斗争第一线，组成一道疫情防控的铜墙
铁壁。(罗佳成 曹良海 胡 权)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战“疫”一线党旗红
——隆回县各级党组织党员在疫情防控一线践行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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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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玲 通讯员 宋铁山

“迅速行动！联防联控！”
疫情来袭，益阳市委书记瞿海在 1 月

21日主持召开的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这一
力重千钧的要求。

很快，市里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县乡两级成立相应领导机构。8 名市
委常委督导8个区（县、市）疫情防控工作，
实行市县乡村组层层包干负责制，切实压
实责任。

各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市县乡村组五
级联动，一张针对疫情的联防联控网，越
织越密，越织越牢。

更实
保安严格把守，外来人员车辆

一律不准进
2月1日上午，瞿海以“四不两直”的方

式督查中心城区疫情防控工作，行至香格
里拉小区门口，被保安一把拦住：“外来人
员和车辆一律不准进！”保安告诉他，小区
从 1 月 28 日起实施封闭式管理，不光外
人，就是小区业主进出也要先测量体温，
开车驶入的还要接受开厢检查。

疫情发生后，益阳市充分激发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构建
起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组

（小区）纵向衔接，行、企、校横向联动的联
防联控网格化管理体系，将防控工作延伸
到各个领域、每个“神经末梢”，实现全覆
盖、无死角。即便隔离人员在深山之巅、
水中“孤岛”，也有村干部、乡村医生等徒
步或划船上门。

益阳市疫情防控各项硬措施落地落
细。目前，市域边界和交通要道共设置51个
卡 点 ，逢 车 必 查 、逢 人 必 测 ，查 控 车 辆
269380 台，其中湖北籍车辆 560 台；查控
人员 673854 人，其中湖北籍人员 868 人，
卡点送医 54 人。全市 7 家图书馆、9 家文
化馆(站)、9家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以及 26 家等级景区、55 家星级乡村旅游
点全面关闭；156家KTV、499家网吧、32家
影院等文化娱乐活动场所一律停业；群众
文艺演出、惠民演出活动、营业性演出活
动全部取消；餐饮企业（门店）均暂停营
业；自办喜宴全面禁止，丧事一律从简。

同时，该市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市场供
应。至目前共检查经营户4.4万户次，查处
违规经营行为113起，督促全市l362家零售
药店开门营业。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更细
“代购”疏导一起来，隔离病毒

不隔离爱
1 月 28 日，益阳市中心城区一小区确

诊一例患者，当地卫生院即刻安排两支队

伍进驻小区，一支对感染楼栋定点进行医
疗观察，另一支在小区内其他楼栋开展医
疗救助。专门成立由 10 多名心理医生组
织的心理疏导服务队，通过微信帮助隔离
群众消除封闭期间的苦恼和担忧。

2月3日，出现确诊病例的桃江县鸬鹚
渡镇龙塘湾村，采用“无人机”给公路、地
坪全面消毒，加强疫情防控，消除群众恐
慌。同时,给确诊病例家附近的几十户农
家上门送口罩，做好防控监测的同时，加
强心理疏导。

有确诊病例的村组（小区），益阳市各
相关责任单位和基层党组织通过配备心
理咨询师、排查监测再升级等方式，将防
控工作做实做细。对隔离的湖北返（来）
乡人员，各基层党组织通过“五包一”（以
村或社区、园区为单位，由一名镇或街道
园区干部，一名村或社区园区干部，一名
村内或企业社区党员，一名乡村或社区医
生，一名群众，负责一名对象或一个家庭）
等制度，采取发放“爱心服务卡”、建立“代
购”群、“电商联盟”、心理疏导等措施，为
他们提供健康咨询、政策宣讲、身体检测、
生活用品代购、心理疏导等服务，让爱
穿透隔离带，将温暖送到他们身边。

为解决滞留益阳的疫源区人员入
住问题，该市指定5家酒店作为接待湖
北来客定点酒店，提供统一入住服务，
并做好各项防控跟踪检查。

更严
防控工作部署到哪，纪律监督

跟进到哪
“今天值班的是哪几个干部？后勤保

障到位了吗？废弃口罩收集桶有没有设
置好？”连日来，在赫山区龙岭工业集中区
9 个社区，每天都能听到这样详细的询
问。集中区党工委组建 9 支防疫督查队，
天天在社区转。至 2 月 2 日，共发放 21 期
督查通报，成功规劝取消宴请36起。

益阳市多措并举，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市委、市政府
成立7个联合督查组，每日一督查、每日一
通报，累计督查乡镇（街道）82个、村组（社
区）102个、医院94家、重点场所187个、卡
口33个，发现摸排管控不严格等问题137个，
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

该市防控工作部署到哪里，纪律监督就
跟进到哪里，严肃执纪问责。至l月31日，共
对11名党员干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中立
案调查l人、党内严重警告l人、政务警告3人、
诫勉谈话5人、通报批评l人。

湖南日报 2 月 3 日讯（见习记
者 郑丹枚 通讯员 王昆 刘仕栋）

“等我解除观察，如果再有需要，我
还将义无反顾地冲在疫情防控一
线……”2月2日，隆回县西洋镇纪委
委员廖江林在该县定点隔离场所，用
微信再次向组织请战。

1月24日下午，面对被感染的风
险，廖江林主动请战，陪同该镇卫生
院医生，将武汉返乡发热人员杜某送
至上级医院检查。杜某被确诊后，廖
江林也因“密切接触”被隔离观察。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隆回县坚
持疫情防控工作推进到哪里，监督保障
跟进到哪里。该县组建10个疫情防控
工作督导问责小组，对全县各乡镇（街
道）、部门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部署、防

控物资供应、环境卫生整治、防疫宣教
等工作中，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到位、人
员到岗是否到位等情况开展明察暗访、
专项监督。县纪委监委采取“6+1”大片
区一体化协作工作机制，由一名班子成
员牵头负责一个片区，对全县疫情防控
工作实行“网格化、全天候”监督。全县
231名纪检监察干部春节期间坚守在
一线，做到监督靠前、精准、有效，督促
村（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572名村级
纪检委员主动作为、主动参与，积极站
岗执勤、劝导取消宴席、张贴宣传标语、
疏散聚集人员，既当“督导员”，又当“战
斗员”。

目前，隆回县通过明查暗访和举报
电话，已督促有关乡镇（街道）和职能部
门完成疫情防控问题整改127个。

主动亮身份 积极防疫情

洞口公职人员
就近战“疫”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张佳伟 肖霄）近
日，一条声称“洞口羊古坳7组隔壁有一个从武汉
回来的人……”的消息，在当地微信群、朋友圈流
传，引起一些人恐慌。休假在家的公职人员袁紫
君看到信息后，立即与洞口县疾控中心联系，求
证此消息为谣言后，通过相关媒介进行辟谣。

春节期间，为防止人员频繁流动增加病毒传
播感染风险，洞口县结合公职人员返乡休假实际，
要求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就近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全县共有4000多名公职人员亮明身份，参
与宣传动员等工作。他们和村干部一起，采取敲
锣提醒、张贴标语等方式，劝阻设宴聚餐791起。
曾军是高沙镇武装部部长，原打算春节期间带着
家人旅游过节。接到县里通知后，他主动与所在
村村委会联系，请缨加入村聚餐宴请劝阻小组。
得知村里有人过世，曾军及时赶往逝者家里，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说服逝者家属丧事简办。

公职人员还主动甄别各类谣言 67 条，通
过微信群、朋友圈引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
不造谣。积极参加疫情防控摸排，共参与排
查各类人员 3625 人，统计上报各类数据 568
份。花古街道公职人员肖立锋是一名老党
员，他协助村干部排查所在村武汉返乡人
员，排查出 6 名与武汉返乡人员密切接触者，
及时采取措施，降低了疫情扩散风险。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谢立松 陈玲）2月2日晚，冷水江市
第二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定点
收治医院完成基础建设，即将投入使用。

该收治医院从启动到完工，仅历时6天。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冷水江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提前谋划，决定将中连乡卫
生院原址改扩建为该市第二家定点收治

医院。该项目于 1月 29日动工，包括对
原卫生院门诊楼和病房楼进行改造，以
及在医院旁新建一座食堂。

作为备用收治医院，该医院共有15间
隔离病房，将调集一线骨干医护人员加
入，为接受隔离和治疗的市民提供舒适和
有效的治疗环境，打造疫情防控堡垒。

更实 更细 更严
——益阳市织牢织密疫情联防联控网

冷水江第二家定点收治医院改造完成

隆回“网格化”监督防控疫情

战“疫”中的一家人
2月3日，陈天珍（右一）将从南华大学附属公共卫生医院取来的

检查标本送到刘骞手里。刘骞和父亲刘英豪都是衡阳市疾控中心负
责微生物检验的检验师，妻子陈天珍是石鼓区疾控中心的一名检验
员。疫情发生后，他们一家3口奋战在疾控线上不同的岗位上，没有
休息过一天假期。 胡雅萍 曹正平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梁斌 李双鸿

2月2日，冬日，阴雨绵绵，耒
阳市坛下乡光华村、东升村的蔬菜
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

几十位村民将收来的萝卜、
青菜等各种蔬菜一一冲洗干净，
捆好后摆放整齐装上货车。据
介绍，这些村民都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将自
己种植的蔬菜捐赠给疫情防控
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这
些蔬菜算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有人说道。

光华村贫困户黄从特，体弱
多病，老伴已去世。脱贫前，全家
仅靠儿子打零工维持生计，家里
房子四处开裂、地基下沉，一遇下
雨天，房子漏水严重，日子过得非
常艰难。受益于国家精准扶贫的
好政策，如今，黄从特通过危房改
造住上了新房子，驻村扶贫工作

队还安排他加入舂陵农业专用合
作社大棚蔬菜基地工作。在合作
社，黄从特每月仅需要做十来天
活，年收入就有1万余元，年终还
有分红。2019年，黄从特已实现
脱贫。

“是啊，这几年来，驻村工作
队队员和村干部为帮助我们脱
贫尽心尽力，与我们同吃同住同
劳动。阻击疫情时，他们又日日
夜夜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我们老
百姓的健康安全。”光华村贫困
户刘秋贵接过话头。

疫情发生后，曾有 2 个蔬菜
经销商表示愿意以市场价两倍
的价格进行收购。但贫困户们
商量后，拒绝了收购要求，而是
将这些新鲜蔬菜留给疫情防控
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

当天，光华村共捐赠大米
2000 公斤、蔬菜 2375 公斤、鱼
60公斤，菜籽油 50公斤；东升村
蔬菜基地捐赠大米 1000 公斤，
蔬菜2000公斤。

“阻击疫情，也算上我们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