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病毒抗争 同时间赛跑
——长沙市岳麓区干群战“疫”观察

郑 旋

2020年这个不平凡的春节，终将留下难忘的记

忆。

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湖北武

汉发生，进而让全国各地受到影响。与武汉比邻的

长沙，不可避免迎来一场全民抗击疫情的战役。

作为长沙中心城区之一的岳麓区，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疫”中，坚持科学部署、防控疫情，集广大

党员干部与群众之力，与病毒抗争，同时间赛跑。

岳 麓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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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合理，群众

正常生活基

本未受影响。

岳麓区天顶街道清水社区党员志愿者为社区内公共区域喷药消毒。

（本文图片均由岳麓区委宣传部提供）

防输入、防蔓延，
全覆盖排查筑“防线”

1 月 23 日，大年廿九。当晚，湖南
紧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在三湘大地打响。

长沙首当其冲。“形势严峻，必须防
止疫情蔓延。”自那天起，按照省、市相
关安排部署，岳麓区委书记周志凯主持
召开全区防病工作调度会，提出强化组
织、宣传、协同、责任“四大保障”，通过
全面精准排查、全面精准管控、全面精
准预防治疗，坚决打好防疫战。

疫情就是命令！一声令下，岳麓
区各部门取消春节休假，医疗、公安、
交警、城管等多条战线上紧“发条”，采
取八项举措对重点场所实施管控。

交通枢纽 24 小时监测，娱乐场所
暂停营业，校外培训机构暂停运营，住
宅小区全面监控，宾馆酒店全面摸底，
农村聚餐一律取消……

遵循疫情防控规律，为切断传染
源，岳麓区在汽车西站和栗山塘收费
站等 7个高速卡口、城铁观沙岭站等 3
个城铁站设置疫情防控检查点；同时，
区疾控中心派出7支疫情处置机动队，
包括1支专业消毒队，医务人员在客运
站驻守，对来自武汉或有发热、咳嗽的
旅客进行24小时排查。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大、疫情防控
难。在尽可能防止病源输入的情况下，
岳麓区组织 17 个街道、乡镇及村（社

区）开展网格化、地毯式走访排查，聚焦
重点人群，由一名党政领导、一名社区
干部、一名民警、一名医生“四包一”进
行密切监测，建立台账，并进行回访。

“您好，我是网格长，请您配合量下
体温。”1月27日，莲花镇一级网格长们
带领12支“网格应急队”百余名工作人
员，走遍了全镇12村、社区。家住三和
村的村民杨女士说：“从大年三十开始，
几乎每天都有工作人员上门。”

目前，岳麓区还派出 100 名区直
单位网格长（领导干部）深入联点街
道、社区、网格，督促指导疫情防控，筑
牢安全防线。

人为我、我为人，
携手防疫爱心涌现

1 月 27 日，长沙市确定一批对疫

源地人员开放定点服务场所，位于望

城坡街道老虎岭社区的港湾宾馆，是

岳麓区湖北旅客定点集中留宿点。

看着同胞有家不能归，老虎岭社

区书记刘长明第一时间联系宾馆负责

人，找来两名前台、一名保安、一名保

洁，让宾馆正常运营，湖北旅客纷纷入

住。

查看身份信息、询问行动轨迹、测

量体温……半天时间，刘长明陆续安

顿好35名旅客，因担心旅客吃不上饭，

他又特意回到家中做好饭菜，送至宾

馆。

这样的温情，在岳麓区上演不止

一幕。

“虽然自行隔离，但我感受到了满

满的关心，一点也不孤独。”家住景秀

江山小区二期的罗先生，春节前去过

一趟武汉，从武汉回来后，他主动将自
身情况上报社区，在家医学隔离。

得知家中只有罗先生一人，银盆
岭街道铜盆湖社区主任彭芳主动当起

“外卖员”，每天将他所需的药品和食
物送上门。

在岳麓区，像刘长明、彭芳这样默
默付出的基层工作人员不计其数。他
们大多是党员，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
自身安危，用实际行动投身防疫一线。

除夕夜，咸嘉湖街道荷叶塘社区
党总支书记石沙没有回家。为了确保
居民不聚会、不聚餐，她跑到酒店，挨
个劝退年夜饭近 20 桌，并主动协调酒
店退费。

为了让群众深刻认识疫情，岳麓
区发放约 36.5 万份宣传单，悬挂宣传
横幅2310条，出动425台次宣传车，并
利用街道微广播、村无线广播终端、社
区广播站等发起“电波战役”，引导居
民开展自我防护。随着认识提高，居
民自发创作防疫诗歌、快板等，在朋友
圈广泛传播。

疫情中没有孤岛。得知一线物资
紧缺，在印尼美娜多经商的望城坡街
道党员刘宏志将3万个口罩背回长沙，
全部捐出；两新组织湖南全息空间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苏畅身在国
外、心系国内疫情，在回国旅程中想方
设法采购，最终将“沉甸甸”的 1400个

口罩捐赠给银盆岭街道；而在望月湖
街道经营文具店的个体户黄礼，也筹
集捐赠了 3000 个口罩和 100 公斤消
毒液。

稳物价、保供给，
给群众吃下定心丸

疫情来了，一时间，哪里能买到口

罩、菜米油盐会不会涨价、出行会不会

受影响等等问题，成为老百姓普遍关

注。

早从 1 月 23 日起，岳麓区工信局

通过向上级争取拨付、线上平台购买、

线下购买和海外捐赠四个途径，积极

筹措口罩、专业橡胶手套、防护服等医

疗物资。经大量投放，在岳麓区各类

药房，仅口罩一项防护用品，每天平价

出售约4万个。

不仅医疗物资供应及时，岳麓区

商务局紧急与辖区沃尔玛、人人乐、麦

德龙、步步高等大型商超密切对接，既

保障粮食、肉类、蛋品、蔬菜等生活必

需品的货源储备、调运和供应充足，又

确保价格稳定。

1 月 27 日，家住天骄府邸小区的

李杰在附近人人乐超市采购完后，放

下心来。他发现，“根本不需要抢购，

日用品基本不缺货，价格比起年前也

没有多大差别。”

和群众一样不恐慌的还有企业。

1 月 28 日，呼吸机配套面罩生产商比

扬医疗负责人，拨通了湖南比扬医疗

拨通岳麓高新区的电话：“我们申请提

前复工，可原材料厂家还没开工，请求

支持。”

当天，一条“产业帮扶链”在长沙

市及岳麓区、宁乡市之间搭建起来。

应急、工信部门人员上门服务，组织技

术骨干和工人返厂，给原材料供应商

开启复产绿色通道，第二天，比扬医疗

全面恢复生产。

湖南比扬医疗的呼吸机面罩、长

沙博奥医学检验所的医用酒精……目

前，一批相关制造企业已接连复工，用

带着爱心的“岳麓造”源源不断支持防

疫一线。

疫情尚未解除，生活仍要继续。

每天，岳麓区有 2200 余名环卫人员深

入大街小巷，为城市清扫消毒；在这段

特殊时期里，“岳麓教师公益讲堂”也

在线上日日开课，让孩子们停课不停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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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千里挺进“大别山”
——湖南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战斗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双妍 田甜

长沙金霞经开区是全省医药物
流重点园区，2019 年，该园区医药
物流销售额突破 260 亿元，占全省
三分之一。

疫情袭来，长沙金霞经开区党
委第一时间号召园区医药物流企业
伸出援手，积极支援疫情防控。国
控湖南、湖南医药、九州通、瑞康医
药、海王医药、金六谷、山河医药等
多家医药物流企业相继出手，调配
了大量专业医疗物资到防控一线。

不计回报，多渠道调拨
口罩送一线

“从疫情发生开始，公司就高
度关注，并加入了很多武汉救援
群。”湖南恒昌医药有限公司董事
长江琎说，从农历腊月二十八开
始，公司就陆续向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市黄陂
区人民医院等医院捐赠医用防护

（N95）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总
计161400只。

1 月 29 日，为解决全省医学防
护（N95）口罩短缺难题，公司高管
连夜驱车 650 公里，到安徽桐城拜
访了30多家口罩生产工厂，并在工
信部的支持下，通过跨省合作，将普
通防护口罩生产线改制成医用口罩
生产线，制成标准N95口罩的半成
品，再转运到奥美医疗通过检测、灭
菌等工序后,制成合格的医用防护

（N95）口罩。
疫情不退、救援不止。除援助

武汉外，该公司又向长沙市红十字
会等机构捐赠口罩13万余只。

全球寻源，不惜代价
保证防控物资调货到位

德荣医疗集团董事长郭德斌说：
“如今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打响，我
们不惜代价多渠道采购，整合全球资
源将最稀缺的物资送到一线。”

从农历除夕开始，该企业就开

启了“全球寻源”模式，组织“易感人
群保护”采购所需要的口罩、防护
服、消毒产品等医用物资。1 月 28
日，采购中心总监刘晓萍和韩国企
业取得联系，当天从韩国紧急采购
高级别的口罩（相当于国内N95）几
十万个，该批口罩已于 2 月 1 日陆
续到货。

郭德斌说，接下来公司还会把
“确诊病人治疗”作为服务重心，加
大与省卫健委、省人民医院等医疗
单位对接，加强隔离仓、ICU 监控
仪、N15监护仪、体温枪等专业医疗
设备的配送，助力医生对确诊病例
精准治疗。

高效配送，寒风里星夜
驰援保持“紧急状态”

“公司刚接到任务，明日需要从
长沙紧急运送一批设备去雷神山医
院，2月5日要投入使用，我去安排
一下。”采访被多次打断，湖南省康
程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利琴
这段时间时刻保持着“紧急状态”，
不耽误分秒地调拨各项业务。

1 月 21 日晚，康程物流紧急调
派2台车运送600余台呼吸机连夜
送往武汉市汉口医院；春节期间，与
红星大市场、果品行业协会及社会
爱心志愿者一起，向奋战在一线的
医护人员捐赠配送水果 29000 余
件，共计280吨。

“以往过完小年，物流公司都放
假了。”张利琴说，此次为了响应省
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级
响应，我们时刻保持“紧急状态”，农
历大年初一晚，公司在短短 2 小时
内预备了 24 台车辆、组织了 24 名
司机随时待命，用于应对疫情联防
联控工作物资保障。

张利琴介绍，公司以药品配送
为主，网络覆盖全省各市、县、乡。
从1月26日开始，该公司的车辆资
源正式接受长沙市交通运输局统
一调度，公司在全省各地的100 余
名药品专业配送员放弃休假，为全
省防护物资以及药品供应贡献力
量。

危难时刻
金霞医药物流企业显担当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吴德胜 朱开见）2月2日下午，一辆
车头挂着“共克时艰，武汉加油！”横幅，满
载甘蓝的大型货车从岳阳市君山区广兴
洲镇出发，向武汉方向疾速驶去。据悉，

这是君山区民丰蔬菜合作社董事长刘勇
等援助武汉的第一批蔬菜，共20吨。

一衣带水，风雨同舟。武汉疫情暴
发后，同为君山区蔬菜协会会员、民丰蔬
菜合作社负责人的刘勇和汪五显合计着

为疫源地市民捐赠蔬菜，正好恒大人寿
保险与他们对接，也有这方面的心愿。
通过商议，他们决定联合为武汉市民无
偿提供 200 吨卷心菜和大白菜，价值
120 万元。原计划 4 天完成运送任务，

但是非常时期司机都不愿意发车，刘勇
和汪五显费尽周折，才找到这辆外地货
车。

疫情严重,劳动力也是问题，刘勇和
汪五显就自己采摘、打包、装车。刘勇向
记者介绍：“两天才装满这车菜，还请家
里人帮了忙。能够为武汉市民解决点燃
眉之急，心里舒畅。”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侯林兰 罗德发

当年，刘邓大军千里
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
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
序幕。如今，一支医疗湘
军再次千里挺进大别山，
打响了一场特殊的“战
役”。

这支湘军，就是湖南
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1 月 31 日，由我省怀化、
邵阳 18 家医院 137 名医
务人员组成的湖南省第
二批援鄂医疗队，在湖南
医药学院副院长李峰的
带领下，进驻湖北省黄冈
市 大 别 山 区 域 医 疗 中
心。经过 6 天的艰苦鏖
战，首战告捷。

2 月 5 日，医疗队治
愈的首例患者出院。“非
常感谢湖南援鄂医疗队
对我的精心治疗，使我可
以这么早出院。”患者张
某说。

记者通过邮件、电话
采访了部分医疗队队员，
倾听他们千里挺进“大别
山”的战斗故事。

“‘千里挺进大别山，坚决打赢抗疫战
’，这是医疗队临时党委提出的战斗口号。”
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乳腺科护士长、湖南
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护理组组长杨晶说，进
驻“大别山”的当天，医疗队临时党委决定，
成立由20人组成的护理“尖刀连”。

“我们都是最前线的抗疫战士，是最
勇敢的战地之花。”杨晶说，当天，她带领

“尖刀连”5位护士穿着防护服，第一批进
入隔离区服务病人。

“进病房前，我们激动又紧张。可一
接触病人，就立即进入了角色，一下子忘
记了这是危险区域,我们就像平时一样照
顾着每一位病人，给病人测量体温、配
药、打针。”杨晶说，她只想着速度更快一
点，更细心一点，让更多的病人更快更好
地接受治疗。

“在‘大别山’，我一直被‘尖刀连’的
姑娘们感动着，他们不怕牺牲的精神时
常让我流泪。”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

内科主治医师张田慧说。
2 月 2 日，一位 79 岁的确诊患者入

院。“他并发糖尿病、肾病、冠心病、高血压，
还有消化道出血。入院时全身都是大便，
异味难闻。”张田慧说，“尖刀连”的护士们
明知有可能存在“粪口传播”，但她们没有
退缩，立即给他清理干净，更换了衣服。随
后，张田慧和同事给患者抗感染、消炎、降
压及无创机械通气等对症支持治疗。

“说不担心被感染是假的。”张田慧
说，但她每次一面对患者，就忘记了这些
顾虑，心里只想着做好患者的诊疗，让患
者早日出院。

“2 月 4 日晚上，我们忙到凌晨 4 时，
没有一个人喊累。”记者联系米允仕时，
他休息还不到5个小时。

54岁的米允仕，是湖南医药学院第一
附属医药ICU副主任医师，大别山区域医疗
中心六病区重症主任。他全面负责六病区
危急重症病人管理，并指导下级医师工作,参
与和指导危急重症病人的抢救处理等。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病房就收治

了 100 余名病人。”米允仕说，他在与时
间赛跑，每一分钟都很珍贵。

米允仕在重症医学科工作16 年，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进入隔离区接触病人，
医护人员都需穿上防护服，垫上尿不湿。

“我每天都要去隔离区治疗病人，一进去
就要坚持七八个小时。”米允仕告诉记者，
穿防护服容易出汗，导致口渴，因防护服
又贵，医务人员都尽量少喝水。因此，大

家都垫上尿不湿，就是他这个大男人也一
样，以解决在隔离区上厕所的问题。

在隔离区病房，他忘我工作，一遍遍
查看病人，一次次安抚患者，处理急重症
病人，无惧病毒感染的风险。

下班脱防护服，需要一层一层很小心
地脱掉。每脱一层就洗一次手，回到驻地
宾馆马上用酒精消毒鼻腔、耳朵，眼睛需
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最后取下尿不湿。

“前几天，我妻子生病住院，怕影响我工
作，她和女儿没有告诉我。我也是听别人说
的，让我感动得流泪。”米允仕在微信中说。

没有家人陪伴、没有生日蛋糕。“尖
刀连”成员沈美华在黄冈度过了一个终
生难忘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进驻“大别山”前
夜，晚上 11 时 30 分，沈美华忙完了战前
准备的一系列工作，回到黄冈住处，13名
同事给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这是我33岁的生日，当天我们都很
忙，外面交通也不方便，所以没有准备过生
日。”沈美华说，但没想到的是，同事们给了
她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写满“战友美
华，生日快乐”等祝福加油的红色纸条。

“我们在战地唱生日快乐歌，并写下
祝福，就是要相互鼓劲，我们一定能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杨晶说。
沈美华拿出丈夫送的巧克力和大家

分享。她是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护
士，丈夫张程俊是洪江市江市镇政府干
部，如今也奋战在抗疫一线。得知妻子
要去湖北，他来不及送行，匆匆买了些巧
克力和生活用品，托人带给妻子。

沈美华说：“看到我生日的视频，老公
赶忙打了个视频电话给我说：‘等你回
来，我一定把生日祝福给你补上!’”

“尖刀连”关键词

尿不湿关键词

战地生日关键词

君山区第一批捐赠蔬菜运向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