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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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又华

春天已至，“拐点”还没来。暖阳下，
空旷的街市，寂寥的景点、公园，昭示着
我们与疫情的博弈还处于艰苦的战略相
持阶段。“家里蹲”的生活还得继续。

与疫病搏杀，古今成功的战例都
说明，唯一的取胜之道，就是“阻断”、

“隔离”。
明媚的春光下，没有硝烟，也看不

到敌人，这场与疫病的持久战，今天愈
益显得壮烈！武汉，还在“封城”，远
方，无数的战士在挑战身体的极限，在
不眠不休地激烈搏杀。而在身边，“敌
人”也在挑战我们的忍耐力，在觑着我
们可能出现的对于天气的错觉、对于
疫情的侥幸。

但我们不能上当。我们知道，战
斗到了关键阶段，到了最吃紧的时
候。一批批患者的治愈出院，让我们
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每天还在增长
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又让我们明白，离
最后的胜利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不
容我们松懈，不容我们半途而废。

你，我，我们这些“家里蹲”们，都
应当积极配合各级各环节的组织者，
继续以特别的方式，参加这场全民的
抗疫之战。

这里我想说的是，既然我们都是参
战者，就要有战士的精神，战士的“军
容”。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值得珍惜的，
这段特殊时期的“家里蹲”，我们也当以
饱满的热情，乐观向上的姿态迎接每一
缕晨曦。不要让无助、紧张、烦闷、焦灼
的情绪干扰了我们的生活。最近网上
传出不少令人莞尔的视频：一些人在家
里“开发”了很多花样翻新的“微运动”

“微游戏”“微演艺”，也有人在家研究出
了各种菜谱，充分展示出中国人民乐天
达观、热爱生活、富于创造的禀赋。

养好身体，过好生活，淬炼心性，沉
潜思想，充实脑袋。这是“家里蹲”正确
的打开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抓
紧进行网上的学习和工作，或作好上班
前的案头准备，努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以迎接正式“开春”后的奋战。

亲爱的朋友，愿你“家里蹲”的生
活安好丰盈。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张福芳

“亲爱的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
年的日子，可是，对不起，我缺席了……”

“请爸妈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
我相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全国人
民的共同努力，这场战役很快就会结
束，我们很快就会团聚……”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
袭，不少“白衣天使”、基层工作人员奔
赴防疫一线。他们虽然不能回家，或者
没时间回家，但家人始终是他们永远的
牵挂。不能见面，就“鸿雁传书”。一封
封感人至深的家书背后，是一个个让人

“泪奔”的故事。

妈妈是奥特曼，等消灭了病毒
怪兽就回家

从大年初二就住进医院附近出租
房的长沙市第三医院主管护士侯丹，已
经好几天没见到两个儿子。

1 月 29 日晚，趁着有点时间，侯丹
拨通了丈夫的手机，跟两个孩子视频，
镜头那边的大儿子看到侯丹，含着泪追
问：“妈妈、妈妈，那个‘病’还没看完
吗？你怎么还不回来？”才3岁多的小儿
子，因为多日不见母亲而哭闹不止，怎
么哄也哄不好……看到视频中哭闹的
儿子，侯丹的泪水在眼眶中直打转。

当晚，侯丹辗转难眠，提笔给大儿
子写下一封家书——“亲爱的湛雨泽小
朋友，弟弟刚刚哭了那么久，晚上可能
会做噩梦，如果他惊醒了，你摸摸他的
背，替妈妈亲亲他，你快8岁了，能够读

懂妈妈的信了。现在有很多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生病了，他们需要妈妈的照
顾，虽然妈妈也可能会遇到危险，但妈
妈是奥特曼，必须要和病毒这个怪兽作
斗争，等消灭了怪兽，妈妈很快就回家
陪你们……”

在长沙市第三医院，像侯丹这样冲
在救治一线的党员和医护人员还有很
多。疫情期间，该院有270余名党员放
弃休假返岗上班，有200余名党员、团员
和职工主动报名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

“亲爱的老公，节日快乐！现在是晚
上11时，我终于可以脱下已经湿透的防
护服、卸下满身的疲惫，为你写下这句迟
到的祝福。是的，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
的日子，可是，对不起，我缺席了……”2月
1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医护工作者钟伯玲写完这封
信的时候已是凌晨，做为党员的她，疫
情发生以来一直在医院的确诊病例病
房，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工作10个小
时以上。

感谢最勇敢的你们保护着我们

“爸爸，我会想你的……我相信你
会和别的同志把中国的病都治好，你一
定要安全地回来。爱你的豪豪。”

望城区志愿者抽调通知发出后，丁
字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副
书记陈世经第一个报名参加。出发前
一晚，他7岁的儿子豪豪为鼓励父亲写
下这张感人的小纸条。在儿子心目中，
爸爸可以治好全世界的病，爸爸就是那
位拯救世界的超人。

“钟爷爷，请您和那些医生叔叔阿
姨放心，我们一定会乖乖待在家里，勤
洗手、戴口罩、积极锻炼……我还要更
加努力学习，让自己更有本事……”在
新闻里看到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乘坐高铁奔赴武汉，在餐车上累得
睡着了的照片后，长沙市雨花区泰禹小
学1606班的聂云霏，缠着妈妈给她讲了
好多钟爷爷的故事，还提笔写了这封没
有寄出去的信。

“昨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在房间
里写作业，门外突然传来弟弟一个劲的
喊：‘爸爸、爸爸、爸爸’。我以为是您回来
了，便推门出来一看，原来是弟弟在用他
的玩具手机假装打电话……其实我也和
弟弟一样，真的想您了……”宁乡一中高
一学生蒋子乐的父亲是宁乡市卫生健康
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母亲是宁乡市一家医
院的医护人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阻击战打响后，夫妻俩均奋战在防控一
线，早出晚归。在女儿看来，自己的父母
跟所有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一样，
是保护大家的最勇敢的人。

防疫一线，除了累还有真善美

2月1日，雨。
今天是我来到大托铺街道大托新

村开展援助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天，仅
一个下午，我就被最“真”的治安主
任、最“善”的务工人员、最“美”的组
织委员感动到了……

2月2日，阴。
今天是我进村的第二天，走在乡

间的石子路上，看到的是一座座舒适

的庭院，一片片繁茂的菜园……感受到
的是区、街、村干部传达的暖暖温情！

这是长沙市天心区妇联工作人员焦
畅的防疫一线日记的一部分。焦畅是被
抽调到大托铺街道大托新村开展援助疫
情防控的一名普通干部，在防疫一线，她与
街、村干部一起排查、宣传疫情，对外来务
工人员进行走访，基层干部的付出，村民们
的积极配合常常让她感动，于是每晚她都
把一天的感受写成日记记录下来。

“2月2日：10多天的连续防控疫情工
作，我倍感压力，总是在半夜中惊醒……
我辗转反侧，忽而想起在这特殊时期最困
难的一群人，是村子里出行没有车辆、沟通
没有手机、防疫物资匮乏的低保户、五保
户、精准扶贫户，我们要帮帮他们……”忙
了一天的工作，长沙市望城区乌山街道原
佳村党总支书记张金川打开了手机记事
本，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并配了
个标题：《一个都不能少》。

自从疫情暴发以来，张金川一直奋战
在抗疫一线，每天都习惯在手机上写日
记，记录下一天的工作、感受以及打算。

“主要是想通过文字，记录下这段特
殊时期的所见所闻和一些感想，同时及时
督促好自己的工作。”他说，他要马上想办
法弄一些防疫物资，送给村里的低保户、
五保户、精准扶贫户，确保一个都不能少。

福州姑娘“绕道”长沙

从南非带回2.6万个口罩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黄艳

2 月 4 日 16 时 45 分，由北京起飞的
CA1373次航班落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在这
趟航班上，有一位特殊的来长客人——福州姑
娘黄焰美。

她一个人随身携带了25个行李箱，行李
箱中装的全是N95口罩，一共2.6万只。该批
口罩由三一重工南非团队在南非各地区购得，
落地长沙后，立即捐赠给了湖南省红十字会。

黄焰美的出发地是南非约翰内斯堡，
她回乡的路线本来应该是南非-北京-福
州；为了“捎”上这批口罩顺利到长沙，
她把回乡路线改为了“南非-北京-长沙-福
州”。

时间回到1月28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凶猛，省内防护服、口
罩等医疗物资紧缺的情况，三一重工紧急启
动全球调配医疗物资计划，发动40个国家的
合作伙伴和员工团队，在全球寻找重点医疗
物资。

1 月 30 日下午，三一重工南非团队成
功采购到2.6万只N95医用口罩。

若正常走流程，该批物资在南非海关
报关至少需要2至3个工作日，加上周末两
天，物资至少还得等四五天才能起运。

情急之下，三一重工南非团队开会
商量对策，最后决定采取“人肉托运”
方式而非货运方式带回国。周末时间，
三一重工南非团队一刻也不曾休息，分
工联系航班、寻找合适回国人员、采购
行李箱……

2月2日，在南非经商的福州姑娘黄焰美
主动联系三一重工南非团队工作人员，表示
愿意义务帮忙将口罩带回国内。她说：“虽然
这样做我回家的路程远了一些，也折腾了
些，但能将口罩尽快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
中，也算是为国家疫情防控尽了一点微薄的
力量。”

当天下午，三一重工将2.6万个口罩按
照航空公司要求打包成25件行李。

2 月 3 日 10 时 10 分，这批口罩顺利从
南非发出，并在当晚到达北京。

湖南日报 2月 5日讯（记者 余
蓉）抵抗疫情，除了尽量避免接触病源
外，增强自身免疫力也是关键。近日，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体育
教师利用网络，制作上传了“居家健
身”系列健身操，受到网友欢迎。

这套健身操包括“热身韵律操”
“中华传统体育：五步拳、弟子规武术
操”“体能训练操”3 个部分。“热身韵
律操”配合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动作
由易到难，从上到下，活动各个关节，
让血液加速循环，使身体微微出汗，达
到热身的效果。“中华传统体育：五步

拳、弟子规武术操”让大家掌握武术基
本功，兼具国学意味，经常练习能达到
强身健体、防身自卫、增进友谊、陶冶
情操等功能。“体能训练操”包含耐力、
力量、平衡的练习，能强化身体体能，
全面增强身体素质。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不少人做了
‘宅男宅女’，一些室外体育活动不能
进行了。居家健身操就是合适的体育
锻炼方式，希望我们开发的这套健身
操，能让更多人强身健体，远离病魔。”
参与健身操制作表演的教师彭芳莹
说。

雨辰：
你好！
病毒肆虐，只能宅在家里。对

于你这么一个花季少女而言，每天
这么宅着，的确有点难受。但是，
再难受，也得忍。爸爸认为，宅一
宅，有意义。

宅，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保护
的意识和能力，人人都需要时时具
备、处处拥有。我们虽然生活在太平
盛世，但也会有天灾，也会有人祸。
这次只是暴发了疫情，我们呆在家里
自我保护就行了。疫情过去，你还是
要走出家门、进入学校、面向社会。
有个成语叫“成己达人”，保护自己才
能成就自我，成就自我才好报效国
家。

宅，是一种自我磨砺。你也看得
到，爸爸近年来比较用功，每天晚上
都呆在工作室习字。爸爸很后悔年
轻的时候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没能好
好地“宅”下来，没能以“板凳要坐十
年冷”的心态来磨砺自己、提高自
己。面对快速发展的世界，现在总是
感觉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因此，年
少之时要“宅”得住，长大之后才

“Hold”得住。
宅，是一种自我超越。世上之

事，不如意者常十居其八九，尤其
要以超脱的心态去面对。这段时间
我们只能宅着，如果心态不好，唉
声叹气，愁眉苦脸，说不定没病也
憋出病来。如果心态调好，读书写
字，修身养性，有益于身心健康。

电影《哪吒》中强调：我命由我不由
天。这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爸爸想，“宅”加一个“口”字，就是

“叱咤风云”的“咤”！再去掉“宝盖
头”，就是“哪吒”的“吒”！由此可
见，“宅”又何惧？

任何一件小事情，都可以悟出大
道理。我们的宅在洞口。爸爸琢磨
过，如果我们只盯着“洞口”，而不去
思考和探索“洞里洞外”，那么我们就
永远不敢走进洞里或走出洞外。魏
源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所以，
他才会“睁眼看世界”，才会写出《海
国图志》。希望你效法先贤，在宅居
中洞察事理，既宅心仁厚，又宅中图
大，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才。

父亲 曾伟子
2020年2月5日

作者系邵阳市文联副主席、市
书法家协会主席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张贝

2月5日，是华容县人民医院护士
白诗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隔离病房区的第14天。而她双膝的淤
青，正渐渐褪去，伤情开始好转。

“隔离病区现在向全院召集护
士。”1 月 22 日，疫情来袭，医院向全
院医护人员发出进入隔离区的征招
令，1990 年出生的白诗毫不犹豫地

火速递交申请，成为科室第一个报名
的护士。她说：“看到钟南山院士不
顾 84 岁高龄，在没买到机票的情况
下，仍乘高铁坐餐车赶到武汉抗疫一
线，我哭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医护人
员，在疫情紧张、病人最需要的关键
时刻，我更不能退缩。”

进入隔离区后，白诗同其他“白
衣逆行者”一样，至今没踏出来半
步。连轴转、满负荷地工作，使最前

线的医护人员疲惫不堪。1月29日，
她在匆忙间不慎摔倒，但站起来后仅
拍拍膝盖，她又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
作中。直到晚上，她脱下衣服才发
现，两边膝盖都已淤青。“疼吗？”护士
长心疼地问。白诗爽朗一笑：“不疼，
这是我的‘勋章’。”

像白诗一样，目前华容县人民医
院共有 13 名医护人员暂别家人，持
续奋战一线。

“相信大家共同努力，我们一定
能打赢这场战役！”白诗看着自己刚
满周岁的孩子的照片说，“希望战役
结束后，早点回家抱抱你。”

湘水余波

“家里蹲”，愿你的生活安好丰盈

湖南理工职院教师自编健身操
居家健身 助力抗疫

纸短情长 等你回家
——那些让人“泪奔”的家书

宅一宅，有意义

致敬
生活中的暖心使者“这是我的‘勋章’”

连续10天，
舒勇每天创作一幅作品

湘籍美术家
致敬抗疫英雄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刘谦）湘籍

美术家、中国美协理事舒勇每天都在家里为
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创作一幅作
品。2月5日，是他实行这场艺术行动的第十
天。舒勇表示，这场行动将持续至疫情结
束。这些作品将进行捐赠，要给这个特殊而
艰难的时期带来温暖。

据了解，这些作品以中国山水画的表
现形式，融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现实环
境中，展现了一种磅礴力量。舒勇希望，通
过这场行动引导大家，即使待在家里，也可
以做一些积极有益的事情。在家进行公益
创作，介入到重大的事件中来，对于每个艺
术家都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特殊体验。

2月5日，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湖南伟达科技有限公司，“全副武装”的工人在加紧生
产消毒剂。该企业大年初五就召集了环境消毒剂生产线上的全体员工复工。目前，可日
产消毒剂16吨，产品第一时间平价投放到抗击疫情的各条战线上。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朝霞 摄影报道

开足马力
支援战“疫”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全省社会组织全面动员，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汇聚起磅礴力量，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加班加点供应紧缺物资

1 月 27 日，省民政厅发布《关于
动员社会组织、慈善力量、志愿服务
和社工组织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
告》，要求全省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行
业优势、业务专长，在疫情防控中展
现作为。

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省报关
协会、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省山东
商会等行业协会商会积极响应，形
成抗击疫情的巨澜洪流。省医疗器
械行业协会倡议会员单位加班生产
口罩、防护服、消毒剂等紧缺物资，
10 多家企业放弃春节休假，召回员
工开工。

圣湘生物公司启动紧急预案，春
节假期紧急调配员工，积极组织研发
生产，所有生产线满负荷工作，24 小
时不间断加班加点，保障生产供应和
产品质量。1月25日，公司第一批全
自动核酸提取仪、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试剂、配套耗材等应急物资紧急
驰援武汉。

省报关协会率会员单位主动义务
承担“国际救援物资从长沙机场转运
武汉”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免费报
关、报检 200 余单，进口货物口罩 23
万多只、护目镜 435 个、防护服 210
套、手套1500双。

全省各大协会商会还积极组织开
展“传递爱心与温暖”捐赠活动，圣湘
生物、慈辉医疗等企业慷慨捐赠钱物
总价值目前已超3000万元。

慈善捐赠 价值超亿元

疫情发生以来，省民政厅、省慈善
总会安排专人值班，及时做好慈善组
织公开募捐方案备案，并通过慈善组
织QQ群、微信群以及电话等方式，指
导各级民政部门和广大慈善组织合法
合规开展慈善募捐。目前，我省已动
员组织142家慈善组织制定公开募捐
方案，发布了公募信息。

“决战肺炎，抗击疫情”“2020，手
足同心”“众志成城 共抗疫情”……湖
南慈善机构在“慈善中国”、腾讯公益、
轻松筹、支付宝等捐赠平台发起的抗

击疫情主题募捐，在线上成为“湖湘网
红”，几小时募捐数百万元的例子一再
刷屏。

省慈善总会多次与长沙海关协调
疫情境外捐赠物资快速通关事宜，与
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合作，开
设专用窗口，开通绿色通道。到目前
为止，接收和落实意向捐赠的境外组
织物资已达240多万元。

老党员顶寒风，两次上门捐款，红
色初心感动众人。早在1月19日，住
在长沙市开福区某小区的老党员、今
年 80 岁的周良竹便冒着寒风来到省
慈善总会，捐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3000 元。10 天后，他又一次来到省
慈善总会，带来了由他与 6 位亲人共
同捐赠的10000元善款。

蓝思科技捐赠 1000 万元、三湘
银行捐赠200 万元、株洲旗滨集团捐
赠 100 万元……捐款捐物源源不断，
暖暖爱心古道热肠。截至 2 月 5 日
16时，全省省市县三级慈善组织累计
筹集慈善款物总价值 1.28635 亿元。
其中，资金 1.04325 亿元，口罩、防护
服、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折价 2431 万
元。

社工志愿者，一线发光热

2月3日，长沙市望城区坤元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孙洁带领志愿者，
将 10000 多只口罩及一批红外线额
温枪、酒精棉片盒等防疫物资送到辖
区13家敬老院。

1 月 24 日，身在柬埔寨的孙洁了
解到望城区大部分养老机构防疫物资
紧缺的情况后，立即停止旅行安排，发
动同行好友和柬埔寨志愿者，辗转金
边、西哈努克、暹粒等城市的几十家药
店，采购所需物资，辗转运回长沙，赶
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湖南同仁社工中心的服务对象主
要在农村社区。疫情发生以来，该中
心社工奔波湘潭县、攸县等多个乡镇
敬老院、社区，以敬老院老人、孤寡独
居老人、散居孤儿家庭、特困家庭为重
点，送上消毒水、洗手液、口罩、艾叶条
等防护物资，并反复宣讲防护知识，至
今服务居民5000余人次。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把火。疫情
防控关键时期，全省广大社工、志愿
者，汇聚成强大力量，在疫情防控一线
发光发热。据统计，目前全省1933个
社工站已派出 2896 名社工参与防疫
工作，带动志愿者 80000 多人，服务
群众200多万人次。

众志成城抗大疫
——湖南社会组织助力疫情防控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