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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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璐 通讯员 罗健宁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长沙市
广大老人的心。

连日来，他们在市老干部工作部
门的倡议下，主动投身疫情防控阻击
战，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本色，成为基
层一线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一支重
要力量。

心系一线，老专家主动请缨

1 月 27 日，宁乡市中医院的一角，
一张小书桌充当分诊台，70 岁的吴冰
微微踮起脚，给一名前来看诊的发热
病人测量体温。“老师，体温有 38 度，
下一步该怎么做？”鬓角微白的老医生
礼貌地请教着年轻护士，令在场的人
疑惑不已。

原来，吴冰是医院的一名退休医
生，擅长烧伤治疗，但加入发热门诊，
尤其是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的防疫，却是人生头一遭。

除夕前夕，吴冰在家看电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消息突然
铺天盖地袭来，她一下子坐不住了，立
马给医院分管老干工作的领导打电
话，请求驰援武汉。医院考虑到年龄，
她的第一次请求没了下文，这令她坐
立难安。26 日，她连续拨打多次电话，
依旧没有具体回应。

这天晚上，吴冰思前想后，坐在书

桌前拿起纸笔，写下请愿书：“我多年
来受医院照顾，享受了美好人生，现已
无所顾虑，愿意付出一切。”27 日上
午，她带着按下手印的请愿书，依次敲
开了医院分管院长、医务科长和老干
科长的办公室大门。经反复沟通，吴冰
同意了医院的安排，先在院内担任分
诊量体温志愿者。

防疫当前，还有更多老专家站出
来发挥专业优势、贡献力量。在不能
大规模聚集培训的前提下，曾代表湖
南入围感动中国 20 强的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退休教授叶义言，和自己诊所
的同事开着车赴各个社区，志愿传授
科学应对疫情的方法。仅两天，他们
就走了 7 个社区，培训了逾 200 名社
区干部和基层医护工作者。此外，他
还在自己的公众号“叶义言儿科”上
连续撰文，以丰富的专业素养为儿童
疫情防控支招，随时免费提供专业咨
询。

投身防疫，老同志果断“亮剑”

基层防控工作量巨大，老同志熟
悉基层，善于与群众沟通，他们充分
发挥优势，投入到基层防“疫”战中，
成为协助基层组织工作的强大志愿
力量。

“我知道去摸排就有可能感染病
毒，但是共产党员理应冲锋在前沿、
战斗在一线。疫情严峻形势下，我请
求发挥余热再立新功。”春节期间，开

福区东风路街道王家垅社区开展疫
情摸底工作，但由于人手有限，摸排
速度较为缓慢，关键时刻，社区第四
党支部书记、70 岁老党员周政定的一
封“请战书”解了燃眉之急。

在周政定的带动下，洪功德、臧跃
华等 16 名社区老党员纷纷加入防疫
志愿者队伍，他们自发走访自己所住
楼 栋 ，详 细 了 解 本 栋 住 户 的 近 期 出
行、人员探亲、家庭成员身体状况等
情况，还张贴温馨提示、宣传防疫知
识，极大提高了社区的摸排效率。

还有更多老同志走街串巷，活跃
在基层防疫一线。在雨花区，浦沅社
区“老口子”亲情服务队的 20 余名老
同志，配合社区完成了 3015 户居民
情况排查、245 户门店重点监控经营
户 和 务 工 人 员 的 信 息 统 计 ；在 岳 麓
区，长望社区党旗飘扬工作站站长唐
海 洋 ，带 领 志 愿 者 在 每 个 楼 栋 粘 贴

《致居民群众的一封信》《新型冠状病
毒预防知识》，把温暖传递给每家每
户……

与此同时，广大离退休老同志还
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捐款捐物，帮助
社会渡过难关。中国好人、全国离退
休干部先进个人邓学东捐款 1 万元，
芙蓉区滨湖嘉园功能型小区党支部
书记柳建国通过南湖信鸽俱乐部募
捐 1.2 万元，望城区铜官街道华城村
73 岁 退 休 老 支 书 赖 平 贵 无 偿 提 供
1000 只口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市“五老”捐资（物）达 30 余万元。

移风易俗，老党员身体力行

阻止疫情蔓延，不串门、不聚会、
不宴请是关键一环，这对上了年纪面
对生死的老同志，更是一场严峻考验。

“现在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一
切从简，我死后火化，不要鼓手乐队、
不办一桌酒席……”弥留之际，浏阳市
葛家镇新宏村 72 岁老党员王大全特
别叮嘱儿女。农历正月初四早上，王大
全老人因病逝世，身为镇干部的儿子
王旭充分尊重父亲的遗愿，向镇纪委
递交了自己的承诺书，道士鼓乐、帮忙
人员一概不用，除至亲以外的所有亲
朋一概辞谢。

无独有偶。长沙县果园镇田汉社
区 92 岁的老党员黄文仲离世，为了全
力配合当下疫情防控，老人在生前便
立下遗嘱，要求一切身后事从简，不
给社会添堵、不给亲友出难题。“葬礼
事宜遵照父亲遗愿，未设灵堂，未办
酒席，也没有哀乐、花炮等平时村里
办丧事的繁文缛节。”黄老的儿子黄
芝栋表示，他父亲生前一再叮嘱要竭
尽所能为抗击疫情贡献出共产党员
的力量。

特殊时期，广大老党员身体力行，
带头移风易俗、教育引导子女、做好群
众工作，劝导取消了许多婚丧嫁娶等
大型聚集性活动。他们虽然不能为这
场战“疫”冲锋陷阵，却凭借着一身正
义之气奋勇担当，彰显出共产党人的
真正本色。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张静文 刘织平

醴 陵 市 夯 实 疫 情 防 控 基 础 环
节，发挥党员主心骨的作用，层层压
实责任，充分发动群众，推动“四上
四下”一体化，加强社区防控，形成
人人为防，打一场必胜的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

到 2 月 4 日，该市已连续 3 天无
新增确诊病例，结束隔离观察 1658
人。

“以上率下”党旗凝心
聚力落实

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靠前指挥，
科学调度，深入火车站、太一农贸超
市、沩山镇卫生院等地督导疫情防控
工作。

醴陵市来龙门街道办事处党工委
书记汤文日夜奋战在防疫一线，白天
深入村组，晚上带队对“十不准”的落
实情况进行督察，从除夕开始就没有
睡过一个整觉。

国瓷街道华塘党总支柘塘支部书
记彭建辉，连续10天挨家挨户排查、
劝阻、巡查，虽累得腰酸背痛，可他脸
上的笑容依然坚强。

醴陵市各级书记示范带动和强力
推动，全市4万余名党员干部、5000余
名医护人员奋战在防疫一线。

全市24个镇街、270个村（社区）
实行市、镇、村（社区）“三级联动”，市
级领导包片包乡、镇街领导包村、村支
两委干部包组包户，执行24小时值班
值守制度和“零报告、日报告”制度，确
保防控措施落细落实。

“线上线下”群防群控
全面发动

“支村两委商议决定，拟成立渗泉
村疫情应急预备队，欢迎各位党员、组
长、村民报名！”日前，在“幸福株洲”醴
陵嘉树镇渗泉村微信群中，渗泉村支
部书记易卫国发布消息。

不到 1 小时，便有 27 名村民报
名。他们分为3组，在全村范围内进行
疫情防控宣传劝导。不久，又有 15 名
村民加入……这只是醴陵群防群控的
一个缩影。

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加强对重点
人群的精准排查和严格管控，醴陵市
运用微信群、公众号、“村村响”、宣传
车等广泛发动群众。

连日来，全市发放防控小常识
30 余万份，醴陵云、醴陵健康等网络

阅读量超千万人次。通过公布24小时
咨询举报电话，电话累计核查7086人
次，收到举报线索13000多条。

“桌上桌下”群众自觉
监管查禁

“我们隔壁的棋牌室还在营业，每
天还有人在打牌！”前两天，醴陵市防
控指挥部接到举报电话后，立即联系
石亭镇指挥部，组织人员上门核实查
办。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石亭镇采
取劝导和取缔“双向”出击。一方面
发动群众组成“防疫志愿劝导队”，
加强劝导；另一方面成立防控监管
组，夜以继日，对聚集性活动或场所
进行管控、查封，确保疫情防控取得
实效。

疫情发生后，醴陵市各镇、村（社
区）纷纷成立防控监管组、督查小分
队，自觉进行检查劝阻，杜绝聚集扎
堆，现场劝阻并取消或延迟各类酒席
387起。

目前，全市已关停餐饮店（茶餐
厅）、集贸（赶集）市场等聚集场所
1453家，劝阻停办红白喜事1349起，
停止运营娱乐场所106家、网络场所
62家、其他文化经营场所220家。

“楼上楼下”居家观察
互助互爱

嘉树镇嘉树村党员黄朝霞，自
费购买一批消毒药水，背起喷雾器
将其所在的姚家组约 15 户人家的
房前屋后通通喷洒一遍，以守护邻
里乡亲的平安健康，乡亲们称她是

“中国好邻居”。
疫情无情人有情，隔离病毒不

隔爱。
“文医生，我不舒服。”2 月 2 日，

醴陵市均楚镇中心卫生院妇产科主
治医师文许霞收到这条短信后，急
忙赶到骆晓君家中，给她进行孕期
检查。原来自 1 月 20 日以来，从湖北
返醴的准妈妈骆晓君就一直居家隔
离观察。文许霞每天上门提供健康
服务与指导。

目前，醴陵市4426人正接受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严格落实 1 名单位班
子成员牵头，与 1 名村（居）委会工作
人员、1名联组长、1名家属或亲友、1
名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
人员“五包一”共同监护，并在居家隔
离观察对象门前公示提醒，发动周边
邻居相互提醒、相互监督，也提升了市
民防控意识。

上下一心战“疫魔”
——醴陵市推动“四上四下”一体化加强

社区疫情防控侧记
战“疫”时刻，长沙老人不缺席

湖南日报 2月 5日讯（记者 李
曼斯 通讯员 刘石江）“大叔，最近
家里有没有从外地来的返乡人员？”
在宁乡市历经铺街道南太湖社区的
大街小巷，近日来总能看到一名佩
戴党员志愿者红袖标的志愿者用嘶
哑的声音向居民提示。

这名志愿者名叫陈瑕，是历经
铺街道南太湖社区的普通一员。1 月
30 日，当他看到南太湖社区驻村一
书记王爱平在南太湖社区党员群发
出《社区党员志愿者对湖北返宁人
员联户》的倡议后，便第一个报了
名。连日来，陈瑕一边做好联户工
作，一边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只要疫情一日不除，我随时听从指
挥，到最需要的一线去。”陈瑕斩钉
截铁地说。

为全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历经铺街道新时代文明志愿者

积 极 响 应 、迎 难 而 上 ，穿 着“ 红 马
甲”，带上志愿者旗帜，投身疫情防
控主战场，和街道、社区干部一起开
展排查登记、防控宣传、上门劝导、
日常消毒等工作。

“我们根据居家隔离人员的生
活需求，结合当日市场情况，主动
为服务对象采购所需的肉菜及生活
用品，再送货到家。”历经铺街道紫
云社区九组志愿者李亚告诉记者。
从农历大年初一开始就投入社区志
愿活动的她，一连干了十多天，依
然干劲十足。

据了解，为精准防控疫情，历经
铺街道为湖北返乡人员上门发放防
控疫情物资，按照“一份承诺书、一
份责任清单、一张健康监测表、一
只口罩、一瓶消毒液、一只体温计”
的标准发放到每一位武汉返乡人员
手中。

防控一线亮起“志愿红”

湖南日报2月5日讯（通讯员 刘
杰 刘雅辉 记者 肖洋桂）“咚咚咚，起
来了没？量体温啦！”2 月 5 日 6 时多，
澧县大堰垱镇亘山村就听到老村医胡
国轩的敲门声。为了给全村居家观察
人员测量体温，他连日来早早起床出
门，忙到很晚才回家。

72 岁的胡国轩是澧县有名的老
郎中，从医50余年，一直守护亘山村
民的生命健康。腊月二十九，镇政府召
开紧急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实行镇干
部、村干部、村医、党员“四包一”。胡国
轩毫不犹豫报名参战。

“我们村子大，都是弯弯曲曲的山
路，你都70 多岁了，还骑着电动车满
村跑？”家人劝他。“那也没有办法，村
里就我一个村医，我不上谁上？你们也
别担心，我身子硬朗得很，还可以跑很
多年。”老郎中执拗得很。

经过连日摸排，亘山村居家隔离
人员50多人，按要求需要每天测量体
温两次。胡国轩每天穿着白大褂，骑着
电动车，带着必需品穿梭在亘山村的
各个角落。

因为路途遥远，人员分散，他怕完
不成任务，便天天清早开始“喊门”。第
一轮体温测量完，已经到了 11 时，胡
国轩匆忙赶回家，“扒”两口饭后又出
发，每天连续12个小时。

孙子胡粤就读卫校，由于疫情推
迟开学，在爷爷的影响下，也毅然加入
疫情防控工作，一起为居家隔离人员
测量体温。胡粤说：“爷爷就是我的榜
样！”

为照顾村里其他人的需要，胡国
轩的卫生室一直没有关门。他说：“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再大的困难，都不
是困难。”

72岁老郎中日行百里抗“疫”

基成

疫情防控，重点在哪？重点在最前沿
的基层一线。

疫情防控，重任在谁？重任在最基层
的党员干部。

连日来，我省大批基层党员干部奋战
在一线，防控在最前沿,乡镇村组、沿路关
卡、社区小巷，都留下了他们忙碌的足迹，
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他们日夜坚守，忘我工

作，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我们要点赞他们，爱护他们，更要支

持他们！长沙县、涟源市相继出台激励基层
党员干部的措施，湘潭市公安局火线提拔
在防疫中表现突出的干部,无疑是为一线
党员干部撑腰打气，激励他们坚守一线、要
立新功的有力举措。

这股暖流，温暖的是基层党员干部的
心，激励的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打赢这场
阻击战的坚定决心！

为一线党员干部撑腰打气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谢孟衡

“老婆，现在我的担子更重了，组织
拟任命我为分局巡逻反恐防暴大队教导
员！”2月5日上午，刚下夜班的湘潭市中
心医院感染科护士罗佳就接到丈夫边陲
的电话，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组织
信任你，更要好好干！”罗佳鼓励道。

边陲是湘潭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
大队副大队长。因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
出，通过民主推荐和考察，2月5日，湘潭
市公安局宣布他拟任高新分局巡逻反恐
防暴大队教导员。

高新分局副局长文超鹏告诉记者，
防疫期间，边陲坚守一线12天,并破获一
起刑事大案。“正由于他吃得苦、霸得蛮
的个性，才得到了火线提拔的机会。”

1月23日，正在轮休的边陲看到妻
子申请到发热门诊上班，敏锐地觉察到
了这次疫情的严重性。“我住得近，让我

来！”除夕当天，他将两个孩子送到父母
家，便主动放弃休息投身防疫一线。

带队发放防疫宣传资料，清查麻将馆
等人员聚集场所，查找疫区往返人员……
这些天，边陲一刻也没闲着。前不久，他又
被安排到风险更大的马家河收费站排查
疫情，这里被称为进出湘潭的门户。“每次
一站就是8小时，在不到50米范围内，每
天要走近2万步。”然而，边陲告诉记者，工
作强度虽然大，但他并不觉得苦,“以后回
想起来，我曾为抗击疫情奉献过力量，是
多么自豪的事情！”

在防疫同时，1月28日，边陲还接到
一起杀人案情。在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后，
他到现场提取证据，带犯罪嫌疑人指认
现场，连续奋战两个通宵进行审讯，迅速
破获了这一案件。

边陲和妻子都是单位骨干，被同事
们亲切地称为“最美警衣卫”。他们共同
约定——“疫情不退，我们不退。”

防疫一线提拔重用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周
俊 通讯员 梁自力 王万超）“感谢组
织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定坚守好防
疫一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月1日，在涟源市疫情防控一线，广
大医务工作者向前来慰问的市领导
发出“最响亮”的誓言。

为全力支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涟源下发《关于下拨党费用于支持疫
情防控工作专项经费的通知》，将各
级下拨的党费及配套的市管党费及
时送到基层各条战线，主要用于慰问
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和基层党员、干部；支持基层党组织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包括购买疫情防
控有关药品、物资等；补助因患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而遇到生活困
难的党员、群众。

涟源号召全体党员，带头站在抗
击疫情最前沿，当疫情防控的“排头
兵”，做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各基层
党委（党组）根据需要，在疫情防控阻
击一线建立临时党组织，对冲锋在一
线、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分子，优先
培养、优先发展加入党组织。同时，迅
速将党组织的温暖第一时间传递到
一线的“逆行者”，为他们送去家人般
的关怀。

湖南日报 2月 5日讯（通讯员
鞠文霞 记者 李治）长沙县委2月3
日印发《关于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六条
措施》，从“提拔重用、专项奖励、重点
培养、关心关爱、容错免责、选树典型”
6个方面，激励全县党员干部在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挺身而出。

1月27日，长沙县委印发《关于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做到“六个带
头”的紧急通知》，引导全县基层党
组织和共产党员“带头站在防控工

作第一线，带头发扬无私无畏精神，
带头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带头不传
谣、不信谣，带头顾全大局，带头坚
守岗位、保持战斗状态，坚定必胜信
心，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携手同
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六个带头”“六条措施”的出
台，构建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激励引导全县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担当作为，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全链条”机制。

长沙县：

激励党员干部战疫一线勇作为

涟源：

温情关怀“逆行者”

常德“四个集中”
打好疫情救治战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符中智）今日上午，记者从常德
市卫健委获悉，目前常德确诊的重症患
者中，有2名危重患者脱离呼吸机，病情
明显好转，1 人转为轻症；3 名确诊患者
已经出院。这是常德坚持“四个集中”，有
力有序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救
治工作取得的成果。

常德在医疗救治上，坚持集中定点
收治、集中技术力量、集中物资调配、集
中医疗救治。常德把市第二人民医院作
为全市集中定点收治医院，通过腾空住
院楼、新建简易病房，使总床位迅速扩充
到 850 张，目前已收治住院和留观患者
181 人。在市县两级医疗机构拟定抽调
相应专业人员 800 余人，建立一二三梯
队，根据需要分期、分批进驻市级定点医
院。

常德通过多渠道解决一线医务人员
防护用品匮乏问题，在全市范围调集防
护服500多套，以及其他医用物资、仪器
设备，重点保证市级定点医院的救治和
防护需求，实行物资集中调配。同时，对
危重和重症病例，常德明确市级牵头专
家，一对一建立专家小组，加强与省救治
专家组的对接，力求精准施治。实行医护
24小时轮班值守，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切
实做到抢救处置及时到位。

物资配送到小区
2月4日，溆浦县某小区门口，小区临时党支部党员在为居民提供物资配送服务。为减少居民外出，溆浦县在城区62个

小区成立临时党支部，就近就地为居民代购生活物资，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途径。 邓太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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