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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

湖南日报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朱顺平 李向

2月7日，离家第14天，宁乡小伙郑
能量仍穿梭在武汉街头。从初来乍到的
以车为床，到免费吃上盖码饭配萝卜汤，
他见证了武汉从混乱至有序。而他本
人，也是这种渐好局面的助力者之一。

正月初一早上，郑能量告别女友与
父亲，独自一人驾车从宁乡奔向武汉，成
为一名志愿者。自那时起，他每天都开
着自己“湘 A”牌照的小轿车，穿梭在武
汉的大街小巷，为医务人员和需要接送
的市民提供免费服务。

到达的那天晚上，郑能量发了一条
朋友圈：“我自愿进入疫区做志愿者，自
愿接受最累最脏的任务。在武汉尽绵薄
之力的同时，一定会保护好自己，不给医
护人员添麻烦。”

从那时起，郑能量的生活变得很简
单：忙着接人、送人，困了累了就在车里
打个盹，饿了就吃点干粮充饥，晚上在车
里裹着毯子对付几个小时。

是什么促使这个90后在读研究生，
来到武汉做一名直面生死的志愿者？

郑能量是这样回答的：“我就是来报
恩的。以前我家里条件比较困难，在读
大学的 5 年里，得到了政府和社区源源
不断的关怀，还有学校的奖学金、助学
金。现在，我愿意把这些温暖和真情传
递给他人。”

来武汉的日子一天天增加，郑能量
每天“工作”近20小时，记不清接送了多
少武汉市民。而武汉留给他的温暖与感
动，他都铭记在心中。

1 月 28 日，郑能量接到了一个陌生
电话。接到电话的一刹那，他习惯性问
道：“需要用车吗？你在哪里？”

对方沉默了几秒，说明来意：“老哥，我
听说你从湖南来的，现在有地方住吗？”

原来，这位武汉市民听说了郑能量
的故事，主动提出要给他安排酒店住宿：

“在人们最恐惧最慌乱的时候，有你这样
的人在为大家抱薪逆行，你不应该在寒
风中独自承受……”那一刻，这个坚强乐
观的小伙子泪目了。

当晚，郑能量有了落脚的地方，也有
了更多前行的力量。

还有一次，他给车子消毒时发现了
一个200元的红包。他马上拍照发在朋
友圈和志愿者微信群：“这是谁放的？请
告知我！这个红包我真不能拿……”

正月初十晚上，郑能量在朋友圈发了
一张照片，一盒米饭上盖着肉和土豆丝，
旁边还有一碗萝卜汤，字里行间透着心满
意足：“今天物资进来了，吃了口热的。”

在郑能量的世界，充斥着满满的正
能量。即使是夜宿街头后的天光破晓，
在他眼中也是霞光万道。看着云开雾散
的武汉，他写道：“今闻鹃歌到五更，披衣
起坐览江城。雾消见日春光好，不负江
山不负卿。”

宁乡小伙主动赴武汉当志愿者14天——

郑能量，满满正能量！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黄

利飞）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今天对
外透露，截至今天11时，湖南已有
44家上市公司参与了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行动。据不
完全统计，44 家公司累计捐款
5556 万元、捐物折款共 1967 万
元，捐款捐物金额合计达7523万
元。目前，各上市公司的驰援行动
仍在继续。

记者了解到，44 家公司中，
有的公司直接参与一线防控，如

中联重科派出多辆工程机械设
备和服务人员援建武汉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有的公司积极捐款
捐物，如蓝思科技捐赠 2000 万
元，用于定点收治医院购置急缺
的医疗物资；梦洁股份 4 天时间
内完成了 4 批防疫物资捐赠。还
有的公司为市场保供“加足马
力”生产，如尔康制药和方盛制
药临时获批了消毒酒精的生产
销售资质，一定程度缓解了市场
相关物资的短缺情况。

湖南上市公司捐款捐物7523万元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黄利飞）今
天，中联重科全球员工购买的第二批医疗
物资，“乘坐”南航CZ332航班抵达长沙，这
批医疗防护物资包括口罩、医疗手套、医用
护目镜及医用防护服等共13万件（套）。

飞机一落地，中联重科、湖南海关和湖
南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就争分夺秒，拆包
清点，只为让抗疫物资能尽快过关到达一线。

中联重科国际业务管理部部长李宾介
绍，中联重科与湖南省红十字会密切沟通，
了解到了前方医护人员最急需的物资品

类，优先采购并发运了防护服、医疗手套和
护目镜等。“惊喜的是，这次采购到的物资
中，包括1200余套集N95口罩、医学护目
镜、耳塞全身一体的防护服，它们将带给前
线医护人员最‘严密’的保护。”

未来一周内，中联重科将累计有上
百万件（套）医疗物资陆续运抵长沙。

中联重科表示，公司将持续密切关
注疫情，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调集优势，切
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竭尽所能继续为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援助。

为了谁 漫画/肖欣

▲ ▲（上接1版）
“辛苦了！你们的到来将极大缓解

黄冈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的困难，给我们
带来了及时雨，送来了温暖。”寒风冷雨
中，黄冈市领导的简单问候，透着殷殷期
盼。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为了救
护工作需要，湖南医疗队女队员向驻地
工作人员借了一把剪刀，剪起了头发。

“咔嚓、咔嚓”，一把把秀发落地，姑娘们
心疼得眼里泛起了泪花。

“医疗湘军”以饱满的精神投入战
斗。从黄冈市的惠民医院和龙王山集中
医疗点等地，再转战入驻黄冈“小汤山”
医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湖南首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们一直在奔忙
着，每天像个陀螺转个不停。

“每天早晨，看着我的队员们毅然登
上去医院的班车，我不停地挥着手，像一
位老父亲送自己的儿女上战场。”湖南首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高纪平在“工作
手记”中写道：“看着这群逆行者口罩上
方露出的坚定眼神，我被他们感动了。
我是这群勇敢战士的家长和战友，我们
既要打胜仗，又要安全凯旋。”

1月28日，又是深夜，湖南第二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137名队员抵达黄冈。经
过严格紧张的培训之后，1月30日晚上，
4名队员开始进入重症监护室参加救护
工作。

抗疫打响，不能有丝毫懈怠。忙碌
是每天的常态。最初投入到黄冈战斗
时，很多队员对穿着防护服工作还有些
不适应。由于防护服太闷，有的队员穿
着防护服爬楼查看病人，心跳达到 120
次/分，不得不原地缓一会再继续爬楼。

“现在，我们都已经适应了这种工作
状态。”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银春梅和
同事们，考虑到6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
吃东西，常常在出发前就吃巧克力，穿上
纸尿裤，并带上暖宝宝防寒。

隔离衣、防护服、护目镜、N95口罩，
每次队员们脱下装备后，全身已经湿透，
额头、脸颊被帽子、护目镜长时间压着破
了皮，渗出了血。每天与病毒正面交锋，
对队员们心理考验更大。越到后面，队
员们都是用意志“熬”过来的。2月1日
凌晨，护士刘晓琴在交接完工作后，坐在
靠墙的塑料凳子上睡着了。

苦心孤诣，苍天不负。好消息纷至沓
来。2月5日，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首例患
者出院。2月7日，13名患者治愈出院。

捐钱捐物献血，分秒必争，
支援湖北

湖北抗疫苦战正酣，慷慨重义的湖
南人第一时间伸出了援手。在一批批医
护人员逆行北上的同时，捐钱捐物献血，
分秒必争，支援湖北。

非常时期，湖北最缺医用物资。
1月22日，湖南恒昌医药有限公司向

武汉多家医院捐赠医用防护N95口罩和一
次性医用口罩161400只。1月25日，圣湘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全自动核酸提
取仪、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等价值
1000余万元疫情防控应急物资。1月27
日，湖南卓誉科技有限公司携手芒果V基
金，向火神山医院捐赠一批价值500万元
的医用集成制氧机和微压氧舱。1月29日
至2月3日，湖南爱尔眼科集团两次向湖北
捐款共1500万元。湖北人喜欢的湖南卫
视著名主持人汪涵率“天天兄弟”筹款

100万元，采购10000余件防护用品运抵
武汉。湖南海外旅游公司要求导游在海外
采购10箱紧缺的医疗防护物资，寄送湖
北。

“那一抹‘益丰绿’，给江城人民带来
几多慰藉！”湖南第一家上市的连锁药房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服公司不仅向武
汉捐赠 3 万个医用防护面罩，还在春节
期间和湖北人民并肩战斗。446家门店
春节不打烊，1942 名员工全部坚守一
线，以进价给武汉人必备的防疫物资。

非常时期，湖北不能缺生活物资。
1月27日，祁东县新发等10余家企

业，向武汉疫区捐赠新鲜黄花菜近6吨。2
月1日下午，慈利县零溪镇汪家桥村村民
自发捐赠8000公斤蔬菜和2万元爱心款
送往湖北荆州。2月2日下午，岳阳市君山
区民丰蔬菜合作社董事长刘勇向武汉捐出
20吨甘蓝，他和协会另一成员汪五显还将
联合再捐200吨卷心菜和大白菜。自疫情
发生以来，新田县东升农场每天向武汉供
应蔬菜20吨。

听说湖北赤壁等地生活用气紧张，
自1月27日起，长炼开通湖北燃气专供
道，每天运往湖北的石油液化气保持在
100吨以上。

非常时期，湖南人捐献出了自己的
血。

1月29日15时许，株洲市中心血站
接到武汉血液中心的求援电话：血小板
告急，请求支援40个治疗量！马上有30
多人报名捐献，最终 28 人捐献了血小
板，帮助治疗40位重症患者。

非常时期，必须争分夺秒。
1 月 26 日，益阳市桃江县牛田镇三

塘湾村的谢超锋和妻子彭佳丽冒着风险
将70件手套、5件口罩等救援物资安全
送达湖北黄石，然后回家隔离。1 月 29
日晚，来自长沙的神州专车司机薛磊往

复长沙—岳阳—武汉三地，奔忙 700 多
公里，将飞行员刘云送到武汉救援。2月
3日8时许，一批广州产的4.5吨防疫物
资顺利到达湖北，有湖南路政人员的全
程护送，仅19小时跨越三省。2月5日，
住在湖北监利县三洲镇徐祖科的妻子急
需救命药，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镇干
部操纵无人机成功送药过长江。1月30
日，88 名湖南火车司机紧急支援，替武
汉同行值乘。

当武汉机场关闭时，离武汉最近的长
沙黄花机场成为最佳转运地，机场开辟绿
色通道，已确保4批境外捐赠物资“零等待”
通关。星沙物流等湖南物流企业已向湖北
运输疫情防控物资1000多吨，为梦洁承运
床上用品1300床，支援湖北黄冈医院。

非常时期，湖南人参与援建“火神山”
“雷神山”。

仅用 10 天时间建成的“战地”医院
——火神山医院，是中国创造的奇迹，湖
南人功不可没。1月23日，三一重工的
挖掘机开进了工地。1月24日，宁乡“建
益新材”用于医疗废弃物填埋场防渗防
护的土工膜土工布和专业施工人员到了

“火神山”。1月25日上午，宁乡“中财化
建”用于排水的 HDPE 波纹管也送到
了。当天，中联重科紧急支援挖掘机、起
重机、泵车等工程机械设备，同时应援的
有服务工程师和专业机手。同天，湖南
上市公司金杯电工集团紧急调配电线电
缆援建。1月26日，岳阳智能电气公司
16名技术骨干支援安装照明电路。从1
月27日到1月29日，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刘孟良带领 14
名师生，短短 72 小时，一起参与完成了
火神山医院部分病房的土建及水电BIM
模型设计。1月30日，株洲的麦格米特
电气有限公司加班加点，为“火神山”紧
急生产50套医疗电源模块。2月1日中

午，中建五局三公司首批 150 余名管理
人员和专业技术工人奔赴武汉参与雷神
山医院建设，后又增派至300人以上。2
月1日晚，汉寿县崔家桥镇的彭勇志等5
名熟练的水电安装工人自愿赶到了工
地。2月3日凌晨3时，一支湘潭水电工
程师队伍支援“火神山”，安装水电系统、
门禁、网络、监控等。

湖南人对湖北的各种支援，还在继
续。

伸出温暖的手，给湖北人
一个“家”

疫情迅猛，武汉封城。滞留在外回不
了家的湖北人怎么办？湖南以仁义为怀、
与子同袍的大爱，伸出了温暖的手。14个
市州各县市区纷纷设立定点酒店共计120
多家，让漂泊在湘的湖北人在寒冷中拥有
了一个“家”，也温暖了他们茫然无助的心。

1月27日晚，长沙市率先公布了11家
对疫源地人员开放定点服务场所名单。对
湖北省来长人员，在排查无发热、咳嗽等疑
似症状后，统一征用酒店，统一进行医学观
察和隔离。不到一天的时间，11家定点服
务场所就接待了200多位湖北籍人士。

“2020，爱你爱你！难忘的春节！
感谢长沙……”这是滞留长沙的武汉屠
女士所发的一条朋友圈信息。1月25日
下午，屠女士从厦门回武汉，滞留长沙。

“我们拨打了长沙12345市长热线，工作
人员把我们带到了开福区秀峰街道的定
点服务酒店。早餐是酒店提供的，中晚
餐是社区帮我们解决的。”屠女士在长沙
感受到了温暖。

“非常时期，你们主动将长城大酒店
做为定点接待酒店之一，政府官员还特
地到酒店看望我们。湖南邵阳，湖北人
会铭记在心！”2月1日上午，从武汉送人
到武冈机场的湖北人姜兵回不了家，自1

月 24 日留宿邵阳长城大酒店。他发在
网上的一段感言，吸引众多网友点赞。

“湖北人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要让他
们感受到邵阳同胞的关爱。”长城大酒店总
经理龙飞跃介绍，酒店升级了防疫级别，并
每天电话征求意见，为他们安排好一日三
餐并送餐到房。1月29日上午，邵阳市双
清区文旅广体局局长岳创业还带着苹果、
香蕉等，前来看望入住的5名湖北客人，还
到药店帮姜兵购买了降压药。

1 月 30 日，湖南高铁学院铁道运输
学院在广州客运段春运的志愿者们结束
支援，平安归来，但吴迪、陈可欣两名湖
北籍学生却遇上了无法回家的难题，家
长心急如焚。

学校立即安排他们入住国际学生公
寓，在全方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建
立应对服务小组，负责学生的居校管理、生
活保障、心理辅导等工作。“住在学校好温
暖啊!”陈可欣开心地告诉父母。家长非常
感谢：“学校考虑周到，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多谢常德交警，我妻子才能顺利抵
达医院生下孩子。”湖北荆门人姚先生和
妻子常年居住在常德澧县，年前他带着
家人回荆门过小年。1月27 日早上，妻
子突然阵痛。情急之下，他开着湖北牌
照的车，带上妻子就往常德赶。

临到常德太阳山高速口，监测点工
作人员将姚先生车辆拦下登记情况。看
到车里有一位孕妇表情难受，工作人员
迅速为一车人测量体温、登记资料，见体
温显示正常，立即放行。当晚，常德市第
一人民医院将姚先生妻子安置在单间病
房，全程防护陪产，男婴平安降生。“后
来，监测点工作人员还打电话问我们是
否顺利到达医院。我们全家都很感动！”
姚先生说。

感人的故事太多。留待抗疫胜利
时，我们再道湘鄂情。

洞庭汉水深千尺 不及湘鄂战友情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罗闻 严丽

2 月 7 日 15 时，原本有些冷清的
长沙高铁南站出发大厅忽然变得喧闹
起来。

一群穿着暗红色间黑条纹外套、
戴着口罩的人推着行李来到出发大
厅，每个行李上都贴着一张纸条，上面
写着：“湘雅医院，XX 科室，姓名，电
话。”

他们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
第三批支援湖北国家医疗队队员。16
时 30 分，他们将乘坐高铁出征武汉，
接管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重症病房。

据了解，这支队伍共130人，由30
名医生、100 名护士组成。这也是湘
雅医院有史以来外派执行援助任务规
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支医疗队。队
伍中既有资深的专家教授，也有年富
力强的青年，超过70%的队员是党员，
其中很多人曾参加过援塞抗疫等大型
公共卫生应急救援。

湘雅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潘频华连
日来一直坚守在省内抗击疫情一线指
导工作、救治重症患者。2月7日2时，
他刚从岳阳会诊完病人返回长沙，得
知这次出征消息后，他立马报名了。

“我作为科室负责人，又是党支部书
记，报名是义不容辞的。”潘频华认为，
在此次疫情中，湖南虽然也有不少危
重患者，但在医务人员的全力救治下，
目前为止湖南还未有死亡病例，“我们
对此行充满了信心，同时将充分体现
湘雅人的责任、能力和担当，把湖南经
验带到武汉！”

在一旁，来自湘雅医院产科的续
秀秀对着手机抹了抹眼泪。原来，是6
岁的双胞胎儿子在跟她视频。“孩子在
视频中跟我说，妈妈加油！今天早上
我才跟孩子们说这件事，他们有点懵，
但是他们知道妈妈是去做好事，是去
尽一份责任。”说着，她的眼泪忍不住
又流了下来，“孩子们一直跟我说，妈
妈要戴好口罩，一定要穿好防护服！
家人都支持我的决定。老公对我说，
会把家管好，要我安心在前线做好自
己的工作。”说到这，续秀秀把眼泪再
次抹到脸颊两旁。

“今天是你5岁生日，爸爸没能陪
你过生日。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
照顾好妈妈，照顾好弟弟，照顾好爷爷
奶奶。什么时候你能上学了，什么时
候爸爸就回来了。好好的啊。”出征之
日，恰好是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赵春

光 5 岁儿子的生日，他来不及给孩子
庆生，就给孩子录了一段视频。这位
有心的爸爸，还把用儿子照片做成的
胸牌别在了外套的左胸前。“瞧，这就
是我儿子。”赵春光开心地指了指胸
牌。

周围的人都推着行李箱，来自湘
雅神经外科的朱艳却只背了一个小背
包。面对记者的疑惑，朱艳爽朗地笑
着说：“我有两个大箱子，办了托运。
老公担心那边物资不够，在两个大箱
子里装了好多食物、衣物、生活用品。
你看看，我手上提着的水果也是他硬
塞给我的。”

这支队伍里的年轻人多，现场气
氛也很活跃。5个戴口罩的小哥哥，露
出亮堂堂的光头，在一起合影。2月7
日一大早，他们集体剃了光头。“要换
平日还真没有这个勇气，最关键是光
头能节省个人护理的时间。挺好。”一
手搭着同伴的肩，这位小哥哥一手还
摸了摸光滑的头顶。

参加过援塞抗疫，又是援疆干部，
老队员刘志勇的目光坚毅，他坦言自
己做好了充分准备；老干外科53病室
的95后护士尹蕾佳带着纸尿裤出征，
一大早她还在发热门诊值班，有同事

不舒服，她毅然脱下防护服前来入替；
心外 ICU 男护士刘磊和神经外科 36
病室护士段凝刚刚订婚，在家人支持
下，两人一起报了名，并立下了“生死
相依，回来就结婚”的誓言……

相比年轻人的活跃，来自心血管
内科的副主任医生钱招昕神情要凝重
许多。作为这支医疗队的队长，他坦
言责任重大。“这次支援湖北，我们既
要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科学规范地对
一批危重患者进行救治，同时也要为
全体队员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我们的
队员光荣出征，平安凯旋。”钱招昕表
示，会进一步强化队员在防控方面以
及自身防护方面的培训，在整个任务
执行期，会定期组织队员开会，“同时，
也会为我们队员的心理提供支撑。在
这种严峻的疫情防控下，工作时间长
了，很多人的心理上会出现一些压力，
甚至可能会出现焦虑。这也是我们要
关注的重点。”

16 时 5 分，进站的时间到了。队
员们有序地排起长队，等着过闸机，下
楼，登上这趟高铁。

很快，这趟载着“春天”的高铁就
要抵达湖北！

春天来了，希望还会远吗？

这趟高铁，载着“春天”驶向武汉
——湖南第三批支援湖北国家医疗队出征记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刘重 廖婕）今天，中建五局
参建的武汉雷神山医院开展验收并逐步
移交。疫情暴发以来，中建五局先后承
建了湖北、广东、河南、陕西、海南等地10
余个医疗防疫工程建设，2000余名五局
人奋战在建设一线。

1 月 31 日，中建五局三公司、安装
公司、土木公司等单位派出了 700 多人
的精干队伍火速支援武汉雷神山医院建
设。这批驰援者主要是电气、给排水、暖
通等专业的管理人员及骨干技术工人，
其职责是全力以赴加快完成医院机电安
装任务，推进工程顺利如期交付。2月7

日，五局承建的两栋医疗保障楼机电安
装任务如期完工并进行验收。

在广东，中建五局华南公司第一时
间投入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多地临时
防疫医院建设，各地医院总建筑面积超4
万平方米，预计可容纳床位超 1500 张，
将有力缓解广东各地收治患者的压力。

在河南，中建五局河南公司正快速
推进“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新建防疫病
房”的建设。该工程总建筑面积5166平
方米，设计房间总数 176 间，其中病房
112间。现场500多名工人迎风斗雪，正
在紧张进行室内装修工作，目前工程总
进度已完成80%。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陈昂
昂）为打好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省政协
机关党委2月2日起组织机关干部职
工开展捐款活动。截至2月5日，已有
160多名省政协机关干部职工献出爱
心，捐款金额累计超过13万元。

捐款采取线上微信转账和捐
款箱收集两种方式进行。300元、
500元、1000元……省政协机关党
员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干部职工踊

跃参与，充分展现了省政协机关干
部职工的责任与担当。大家一致
表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
时期，要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用力
所能及的方式为打好打赢疫情防
控总体战、阻击战，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尽一份力量。

省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筹集的所有爱心款将第一时间送
达省慈善总会，统一用于疫情防控
等相关工作。

省政协机关干部职工
捐款13万余元

驰援武汉雷神山医院等多地医疗防疫工程建设

中建五局2000余人奋战一线

中联重科13万件（套）医疗物资抵长
未来一周将有上百万件（套）医疗物资陆续运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