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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湖南日报记者 唐曦

2 月 5 日，湖南金钟集团向衡阳市
定点救治医疗单位捐赠了 25 万只一次
性医用口罩、1000套医用防护服、4000
副一次性手套等物资，并向一线医护人
员代表发放现金奖励。

面对残酷的疫情，连日来，衡阳人
民齐心携手，共克时艰。衡阳市委书记
郑建新、市长邓群策联名第一时间给全
体衡阳人写信，让广大群众备受鼓舞，
一场场爱心接力不断上演。

2月 2日，耒阳市阴雨绵绵。但坛下
乡光华村和东升村的蔬菜基地里，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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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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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们说,大家也帮不上什么忙，这
些蔬菜是大伙的一份心意。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大批“衡阳群
众”纷纷捐财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援抗
疫一线。

在衡南县近尾洲镇朱雅村，3 名村
民得知衡南县人民医院食堂采购食材
渠道紧张，1 天之内屠宰了 300 只土鸡
送去。为确保食用无忧，他们还紧急与

衡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联系，连夜对土
鸡进行检疫；

在衡阳县西渡镇，当地普通党员张
平发将去年打工一年的 5 万元报酬，全
部捐赠支援疫情防控一线；

在衡东县人民医院，当地私营企业
伯树食品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送去价
值 7.7 万元的纯牛奶，为医务人员提供
营养保障……

不止本地的“衡阳群众”奋勇而上，
即便身处异乡，他们依然心系家乡。

1月 28日一大早，耒阳籍日本留学
生小吴就开始了她在京都的寻口罩之
旅。直到傍晚，她走遍了京都大街小巷
的药店超市，一共买到了 2520 个口罩，

并在 1 月 29 日上午寄往耒阳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

1月 30日，深圳衡阳籍眼镜企业家
衡阳华胜眼镜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明辉、
深圳市佳尚光学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元
伟，代表衡阳眼镜小镇回迁企业及深圳
湘籍眼镜企业家，向衡阳多家医院捐赠
1200副防雾护目镜。

2 月 3 日，跨越 2100 余公里，不眠
不休 72 小时，10 万个医用防护口罩圆
满送达南岳，这是当地95后企业家谭铭
峰的拳拳义举。

……
疫病无情，人间有爱。点滴爱心暖

流，正在雁城衡阳汇聚成江河湖海。

爱心如潮暖雁城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健林 周中心 潘芳

2月2日凌晨4时，江永县道贺高
速公路黄甲岭出口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值班点，斜风细
雨，寒气袭人。该县松柏乡政府 59 岁
的干部谭国忠，脸庞被吹得通红，仍
炯炯有神地盯着前方，让记者动容。

据悉，永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该市近百
名 59 岁、55 岁临近退休的党员干部，
在疫情面前二话不说，主动坚守工作
岗位，深入基层做群众工作，在“一
线”再立新功。

“谭叔看着我长大，他的
话要听”

2月2日8时，谭国忠从值班点下
班后，顾不上休息，赶往自己所驻的
松柏乡龙凤村。该村有两名前不久从
武汉返乡人员在家里隔离，谭国忠每
天与村干部、医务人员上门测量 3 次
体温、帮着代购生活物资。

村支书何静珍在路上向记者介
绍，10 天前，他们得知何某某从武汉
返乡，便上门做工作，请他在家隔离，
何某某年轻气盛，很不理解。这时，谭
国忠从乡里赶来，一脸笑容地说：“这
不是小何吗？越来越帅了。”何某某一
看，原来是多年来经常帮助他家的谭
国忠，态度立即好转：“谭叔看着我长
大，他的话要听。”通过谭国忠做工
作，何某某呆在家里再没外出。

何某某感激地说，谭叔叔每天给
自己打好几个电话，关心他，还往家
里送新鲜蔬菜。

据知情人介绍，谭国忠是一名有
2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的妻子没有工
作，独生儿子在深圳打工。但他工作
积极主动，认真负责。这次，他不但主
动请缨到值班点工作，驻村防疫工作
也有序开展。

“我在值班点祝你生日快乐”
1 月 30 日，永州金洞管理区金洞

镇钗江河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工作值班点，金洞镇55岁的驻
该村干部邓明秀，与两名村干部登记
过往人员及车辆信息、测量体温，还
不忘科普防控知识。再过几个月，邓
明秀将退休。

钗江河村支书高爱国很感谢邓
明秀：“幸亏明秀同志农历新年前就
到村里部署防控工作，引起全村上下
对疫情防控的高度重视。”

1 月 22 日上午，邓明秀克服年前
事务繁多的困难，组织钗江河村召开
村支两委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全村疫
情防控工作，并带领大家入户宣传，
对返乡人员全面摸底。

1 月 27 日下午，邓明秀对返乡人
员再排查时，发现邻镇来钗江河村拜
年的群众张某义出现发烧、咳嗽症
状，她不顾个人安危，将其送到医院
就诊、接受医学观察。

1月29日，邓明秀的丈夫过57岁
生日，她给丈夫打电话说：“我们都是
党员，群众安危为大，我在值班点祝
你生日快乐!”

“外公战胜怪兽，回家陪你们”
1 月 31 日中午，双牌县交通运输

局运管所驻双牌县汽车站办公室59岁
的工作人员王传龙，匆匆吃早上带来
的盒饭时，接到外孙的电话，他和蔼地
回答：“小乖乖，等外公战胜怪兽，回家
陪你们。”今年6月，他将退休。

从 1月 25日农历大年初一起，王
传龙就坚守在岗位上，对每一辆进出
车辆消毒，为司乘人员检测体温，发
放宣传资料，讲解防疫知识，监督大
家佩戴口罩。

王传龙的同事介绍，王传龙每天
不到 8 时就到岗了，开始对站内进行
消毒。有一次，一位旅客没有戴口罩，
王传龙立即把自己的备用口罩送给
对方。1 月 30 日，一名旅客对工作人
员坚持对他测量体温很不理解，口出
粗言，王传龙耐心解释，终于让这名
旅游认识到错误。

记者在王传龙的手机微信上看
到，他每天步行都在2万步以上，这是
他在每辆客车之间奔波的结果。

永州“二线”党员干部
抗疫一线立新功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赵冠豪

2月1日8时，在双峰县荷叶镇九
峰村疫情防控检测点，九峰村63岁的
党员王谷云和往常一样，背起喷雾器
给检测点消毒。自防疫工作开展以
来，他每天两次为检测点义务消毒。

“你们天天在一线很辛苦，我也想帮
忙做点小事。”

荷叶镇是曾国藩的故里，“血性、
担当”是当地的文化特点。在疫情防
控一线，广大党员挺身而出，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1月30日17时，荷叶镇党委委员
王浚泉趁着督查检测点防控工作的
机会，终于见到了穿着防护服的妻子
周姿新。周姿新是荷叶中心医院的医
护人员，春节以来两口子聚少离多，
连在一起吃餐饭都难。检测点需要医
务人员，作为党员，她毫不犹豫带头
报名，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

王浚泉在另一个检测点带班，从
8 时到 16 时，两地相隔 10 多公里。往
往是一个才下班，另一个已在上班路
上，夫妻俩从农历大年三十到现在，
只休息了一天。“同住一屋不相见，孩
子也没有时间管。”王浚泉有些心疼
妻子。大儿子在家中带弟弟，也为疫
情防控做贡献，把自己的压岁钱捐给
了公益组织，支援武汉。

像王浚泉夫妇这样奋战在一线的
“夫妻档”，还有当先村的支部书记陈
伟莲夫妻。丈夫朱升平既是村医，又是

协警，他不仅对村里湖北籍返乡人员
进行体温测量、健康监测，还参加丰石
检测点的值班。疫情初期，陈伟莲夫妻
就密切关注，疫情防控战一打响，他们
便迅速摸清了底子，提前给所有湖北
返乡人员进行检测，组织居家隔离。

同时，他们还利用“村村响”、网格
群进行疫情防控宣传，将预防感染的科
普资料送到每一户，对村民的疑惑和恐
慌及时沟通解释。原计划举办红白喜事
的乡亲，陈伟莲一一劝导他们延期或取
消，丧事从速从简。这一天天下来，陈伟
莲就像个陀螺。“我们都是党员，应该要
做有情怀的人，累点算么子？只要这一
方平安！”她神情坚定地说。

关键时刻，党员迎难而上。在疫
情防控一线，荷叶镇派出41支党员突
击队奔赴各条战线，38名第一书记下
沉到村组，577 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
回到工作岗位。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贺家坳
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承明，为从6000余
人的社区中摸清一个湖北返乡人员的
情况，连续走访了两天，不知敲了多少
次门、吃了多少个“闭门羹”。从大年三
十禁燃禁炮、保安保畅工作转战疫情
防控等工作，他一直坚守在阵地。

“我是党员!”没有豪言壮语，只有
使命在心、责任在肩。连日来，面对疫
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荷叶镇党政主要
领导身先士卒，深入一线，各包村领
导分片包干，村支两委干部带头履
职，积极组织党员、广泛动员群众，有
力保障了基层的稳定和安全。

党旗飘扬在荷叶镇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雅琦 王琼

2月5日，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长
江江南渡口阳光明媚，碧波荡漾。镇干部
操纵无人机为村民成功送药过长江。站
在江南的该镇合兴村村民徐祖科向对岸
挥手，一颗高悬多日的心终于放下了。

2 月 5 日上午，徐祖科带着一小袋
救命药从深圳赶回。其妻朱玉梅是湖北
监利县三洲镇人，患有脑肿瘤，2018年
手术后，需终生服药。因徐祖科常年在
深圳务工，朱玉梅娘家人1月中旬将她
接回与广兴洲镇一江之隔的老家休养。
原计划正月回广兴洲的朱玉梅只带了
20天剂量的药，谁知疫情暴发，朱玉梅
不能回广兴洲，面临断药的危机。

徐祖科心急如焚。4 日晚，他电话
联系合兴村党总支书记邹立群，要求开
一张通行证，自己开车去送药。邹立群

将情况上报镇党委、镇政府。镇党委书
记龙世友表示：“我们一定帮你们想办
法，把这袋救命的药送到湖北去！”

疫情严重，如何送药才安全？邹立
群想，镇里曾用无人机进行防疫工作巡
查，能不能用无人机送药？这个提议得
到龙世友的采纳。5 日 15 时，镇机关干
部胡源操纵无人机，先进行携药试飞。
龙世友特别叮嘱：“一定要用多个防水
袋将药品裹好，再用最结实的渔线捆绑
牢固，确保万无一失！”

15 时 30 分，无人机携药试飞成功
后，邹立群、徐祖科和镇机关干部，来
到江南渡口。他们知道，广兴洲镇与监
利县直线距离最近处就在江南渡口，
约 1公里左右。胡源操纵无人机迅速升
空，不到两分钟就安全地将药物送到在
对岸等候的朱玉梅哥哥手中。监控镜头
里出现渔线被剪断的画面时，徐祖科眼
中泛起点点泪光……

无人机送药过长江
——君山区广兴洲镇为民解难记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张军 李钊

2 月 2 日上午，这是一个喜庆的
日子，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例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从
龙山县人民医院治愈出院。

“是医护人员给了我二次生命！
真是太感谢了。”走出病房，患者邱某
某既开心又激动。感激的背后，是医
护人员的辛勤付出。“他们牺牲了自
己的春节休假，每天穿着厚重的隔离
服，全身都是汗，十分辛苦。”邱某某
说。

龙山县和湖北省来凤县一衣带
水，两地群众交往密切，至今已有3名
确诊患者，全部住在龙山县人民医院
隔离病房。

1月 28日，龙山县人民医院决定
在隔离病房成立治疗小组，对确诊患
者进行攻关治疗。谁最适合担任组长
这个“领头羊”呢？

“我是共产党员，组长我来担
任！”会上的纷纷议论声中，一个坚定
响亮的声音格外有力。主动请缨者，
是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曾庆平。

“我担任重症医学科主任 10 多

年，对呼吸疾病和危重病人救治都有
经验，参加过 2003 年‘非典’时期的
一线急救，这个组长由我来担任很适
合！”迎着众人循声望来的目光，曾庆
平这样解释。

“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救治组
组长。”该院院长贾琳当即拍板。

会议结束，曾庆平交接完手头工
作后，没来得及和同在一个医院工作
的妻子道别，第一时间就带着医护人
员和医疗设备进驻隔离病房。

进驻隔离病房后，曾庆平每天带
领医护人员攻坚克难，查房、检查、治
疗，忙得不可开交。一有空闲，他便和
患者谈心，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战胜
病魔。同事常劝他休息一下，他说：

“现在是关键时期,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我必须做好表率！”饿了就吃桶方
便面，困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曾
庆平脸上深深的勒痕，是长期佩戴口
罩留下的印记。

曾庆平等人的辛勤付出有了回
报,进驻隔离病房仅 3天，第一名患者
就治愈出院。

“看到患者康复，我们就是再累
也值。”曾庆平说，“当前隔离区还有
2名确诊患者，疫情不退，我们不撤！”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来自武汉市的李君一家人，没想到
会以这样的方式与株洲结缘。2月5日，
还在株洲停留的李君在微信朋友圈发
文感慨“株洲给了我们美好的感受”。

1月19日，李君和丈夫带着父亲、2岁
半的女儿，从武汉乘飞机前往泰国普吉岛游
玩。李君解释说：“当时，武汉通报的疫情病
例还不是很多，而且一家人早就安排好了出
国旅游的行程，所以还是按计划出门了。”

因疫情发展，几天后武汉“封城”，
李君一家人原本要在 1月 24日飞回武
汉，于是不得不改签飞到深圳入境，再
改道株洲，暂避“风头”。李君表示，株洲
靠近长沙，交通便利，以后回武汉也方
便，所以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后选择了
株洲。1月26日下午，他们抵达株洲。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有什么
困难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力解决”

“请您戴好口罩，注意好防护”……1月
26 日 22时许，正在株洲建设南路街头
巡查的芦淞区建宁街道党工委组织委
员宁翔等人，遇到了徘徊街头的李君
一家人，看到他们老老小小冻得发抖
的样子，便上前打招呼询问。

李君便把一家人从武汉飞泰国旅游
的事情如实告诉了对方。宁翔了解情况
后，一方面迅速向街道党工委反映，另一

方面帮忙联系附近酒店，让他们顺利住
下，并帮助登记、测体温、送热水等。

建宁街道随即启动应急预案，为他
们测量体温、送口罩、发放疫情知识手
册、提供咨询、做好跟踪服务。同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不仅每天为他们测量两次
体温，还配备了两名医护人员。酒店也每
天对入住房间及楼道做一次全面消毒，
供应好李君一家的一日三餐，让他们每
天都能吃上肉、鱼、牛奶、水果等。

“这里很方便，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每天来关心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
为我们准备的饭菜也非常可口。”说起身
在异乡的感受，李君赞不绝口，有说不完
的话。她告诉记者，看到自己的女儿只有
2岁半，街道、社区、酒店的工作人员贴心
地为孩子准备了玩具、奶粉，有时小孩没
有扎头发的皮筋了，工作人员也会主动
送上，小孩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1月28日，按照株洲市统筹安排，李
君一家需转入定点酒店进行隔离。这天上
午，宁翔早早赶到李君一家入住的酒店，
与建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一起，协助他们“搬家”，李君一家由此
成为株洲市首个入住定点隔离酒店的家
庭，至今，他们还生活在这家酒店里。

搬到“新居”后，附近的餐饮小店店主
免费为他们做好饭菜，当地的志愿者也为
其提供送餐服务，一家人过得健康快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向韬

“谢谢你们的爱心晚餐，吃在嘴里，
暖在心上。”2月3日下午，在张花高速
张家界西出口，值守人员覃继承吃着热
乎乎的饭菜，对前来送爱心盒饭的秦大
妈餐饮公司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秦大妈”是张家界本土知名餐
饮企业。疫情发生后，由于春节期间
饭店关门，一线值守的医护人员、公
安干警吃饭成了问题，他们吃得最多
的是方便面。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公司董
事长宋金绒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
在公司成立“为一线人员送温暖自愿
服务队”，并通过互联网、微信等，发
出“致全市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全
体工作人员一封信”，表示愿意为医
护人员、执勤交警、社区志愿者等一
线工作人员免费提供盒饭。

公司6名党员厨师和服务员放弃
春节假期，回到工作岗位。为保证食

品安全，公司要求上岗人员佩戴口
罩、进出店定时洗手，店内所有餐具
等全面消毒。

“荤素搭配，热乎可口！”在张家界
人民医院，忙碌一天的护士王琼打开
盒饭，辣椒炒肉、炒鸡蛋、土豆丝、大白
菜，都是自己喜欢的，吃得喷喷香。

初步统计，自1月27日开始送餐
以来，“秦大妈”在张家界人民医院、
中医院、大众医院等 5 个医院和 3 个
高速出口值守点，共送出爱心快餐
5300余份，价值近16万元。

不料此刻新情况出现，由于他们
储备有限，库存的荤菜眼看就要用
完。中国湘菜大师童鹏飞闻讯送来
100 多斤鸭肠和 20 多只宰杀清理好
了的土鸡,冻库老板刘建军立马送来
了几十公斤牛肉。

“疫情不结束，送餐不停止。”董
事长宋金绒表示，这次免费送餐服
务，对于个人来说，是责任和义务；对
于企业来说，更体现了应有的社会责
任和担当。

“株洲给了我们美好的感受”
——一家武汉市民“滞留”株洲的经历

“这个组长由我来担任很适合”

“疫情不结束，送餐不停止”

2月5日早上，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环卫所，消毒小分队准备前往各社
区消毒。近日，该环卫所配置了8名专门的消毒人员，重点对辖区7个社区的环
卫收集桶、各垃圾中转站、公厕等场所及设施开展全面消毒，切实做到疫情防控
不留死角盲区。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余莎 摄影报道

“消毒小分队”进社区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赵志高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怀化“三老”
（老医生、老模范、老兵）人员踊跃参战，
他们不忘初心、勇往直前，留下许多动
人故事。

老医生主动请缨
2月1日12时30分许，湖南医药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隔离区又一次拉响“警
报”，重症监护室一病人肺部感染加重。
医院迅速请来专家会诊。

从医疗质量控制科科长位置上退
休的专家莫敬清放下手中饭碗，匆匆赶
往医院。

询问症状、研究病情、商讨方案、心
理疏导……一站 2个小时，直到病人情
况稳定下来，莫敬清才回家吃饭。

医院领导告诉记者，农历大年三
十，莫敬清在湘西桑植县陪瘫痪在床的
岳母过年，听说医院收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便连夜开车 3个多小
时赶回怀化，主动请缨到战“疫”一线。

“我虽退休 3 年了，但我还是一名
医生。”莫敬清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
天职，自己参加过抗击“非典”，现在身
体健朗，应该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自
农历正月初一以来，莫敬清主动负责
协调组织专家会诊，深夜会诊成了家
常便饭。

莫敬清最关心的是手机上的“隔
离区抢救”微信群，连睡觉都把手机放
在耳边。1 月 30 日 20 时许，手机响起
微信来信声，原来是一位 74 岁的患者
情况不稳，需要会诊。当时，莫敬清刚
从医院回家，他又走出家门，跑回医院
投入战斗。

老军人本色不变
2 月 2 日清晨，麻阳城北农贸市场

服务部副主任滕会林身穿防护服、戴着
口罩，背着手动喷雾器，一丝不苟为市
场消毒。

连日来，清扫垃圾、冲洗地面、喷药
消毒、宣传发动、劝导商户、测量体温……
成了滕会林每天的规定动作。

麻阳城北农贸市场有 300 多个摊
位。每次消毒，20 公斤装的手动喷雾器
要用 3 桶消毒水，每天要消毒两次。长
时间使用手动喷雾器，不但让人身体疲
惫，而且会不同程度出现头昏、恶心等
不良反应，许多人不愿意干。

“我是一个老兵，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关键时候，已退伍 20 年的滕会林
保持军人本色，独自承担整个市场的消
毒工作。

自大年三十开始，滕会林就忙着给
市场消毒，没休息过一天。消毒工作完
成后，他还与同事一起，参加疫情防控
其他工作。

“滕主任，悠着点。”有商户劝滕会
林别太累太拼了，他只是笑一笑。等他
完成消毒脱掉防护服，大家才发现，他
身上已湿透了。

“比起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
累一点根本不算什么。”滕会林说。

老模范当“守护神”
2 月 1 日下午 4 时许，芷江侗族自

治县禾梨坳乡古冲村党支部书记龙四
清带着村医到村民江琴家，给她和她儿
子测量体温。

看体温正常，龙四清笑着说：“你们
娘儿俩应该没有被感染，大年三十以
来，每次测量都正常。”离开时，龙四清
还一再叮嘱，少出门，勤洗手，出门要戴
好口罩。

龙四清年近六旬，从2002年起担任
村支书，201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疫情发生后，龙四清带领村组干部
日夜奔波，张贴标语、发放资料、广泛宣
传，挨家挨户对外来人员进行摸底排
查。村里共排查出来自武汉及周边城市
人员 17 人，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隔离
观察。从大年三十至今，龙四清每天都
会带着村医两次上门测量体温，叮嘱注
意事项。

“当好村民的‘守护神’，是我的责
任。”龙四清说，上门观察有风险，但她
是村支书，必须上。

村民杨仁菊原计划在农历正月初
四给儿子办结婚酒宴。龙四清闻讯，来
到杨仁菊家，苦口婆心劝导他们推迟举
办婚宴，得到杨仁菊一家同意。杨仁菊
说：“龙书记说得在理，人人都要配合做
好防控工作。”春节期间，经龙四清上门
劝导，村里取消酒宴10余起。

“三老”战“疫”
——怀化防控一线故事

一线
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