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2月6日晚，位于湘潭市岳塘区的
步步高云通物流园依旧灯火通明。

作为商品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云
通物流春节期间日均吞吐量达到
1000吨，每天为200多家门店配送近
400车次的蔬菜和水果商品。收货、整
理、装箱、制成标准件、集货、装车……
农产库24小时循环运转，一刻都没有
停歇。

21时，农产库的繁忙作业还在继
续，一辆辆叉车穿行于货架之间，装卸
货物的“咔嚓”声此起彼伏。1.4万平方
米的仓库里，摆满了成堆的大白菜、胡
萝卜、大蒜、莴笋……100多块电子显
示屏上，红色字幕显示着各门店的订
单量。据统计，2月6日7时到21时，仓
库共收货392吨，7日早市有150多个

门店需要配送果蔬。
此时正是蔬果拣货的高峰期，这

是一项极其耗时费力的工作。90后邱
昆奇是农产库的拣货劳效冠军，日均
拣货（净重）30吨左右。此刻他正麻利
地和同事一起给蔬菜去杂叶、装箱，他
们都是21时进的晚班，将持续工作到
翌日清晨 5 时，因为所有门店的蔬菜
必须在 5 时之前全部装车完毕，确保
门店蔬菜早市的正常售卖。

“你们家的大白菜，由我们来守
护！”95 后姑娘王慧是云通物流农产
库库长。她介绍，农产库中会同时进行
质检收货、分拣、送货三大流程，每大
流程之下又分很多小流程，而她的工
作就是跟紧这些流程，避免任何一个
流程出现错误。

这位年轻的姑娘从早上9时就上
班了，春节期间，几乎每天都在上通

班，在仓库待到零点以后。
22时，发货部门人员对集货区拣

出的各门店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逐一复
核。随后，货物被装上运输车辆。室外
气温此时比白天要低得多，装卸工在
寒风中熟练作业。

23时，城市里大多数人已经进入
梦乡，云通物流农产库外，第一批运输
车辆出发了，这些蔬果将发往较远的
郴州、益阳等地的门店。

2 月 7 日，清晨 5 时，最后一批早
市的运输车辆出发，发往长沙和湘潭
的门店。

此时，长沙步步高南国店店长王
闪已经起床，洗漱后赶往超市收货口。

6 时左右，3辆大卡车送来了6吨
蔬菜、3吨多水果。“今天是元宵节前一
天，很多市民会来采购，因此多进了些
蔬菜，品种也多达100多种。”寒冷的

空气里，王闪带着员工一起卸货。
随后，工作人员开始当天的第一

轮清洁与消毒工作。每天，超市都会用
84 消毒液对所有地面和墙面进行定
时消毒，在人员接触频繁的区域，消毒
清洁需每小时一次。

8时，超市准时开门，空气中有消
毒水的味道，所有的蔬菜水果已经整
整齐齐摆放在货架上。芹菜、茼蒿、莴
笋、白菜……叶类菜都水灵灵的，喷雾
器喷出的水雾保持着它们的新鲜，茄
子、南瓜、番茄、土豆等堆成了一座座
颜色丰富的小山，常见的橙、柚子、苹
果、香梨均供应充足，车厘子、草莓、榴
莲等也摆满柜台。

市民张亮在超市门口量过体温
后，走进超市选购元宵节的汤圆与蔬
菜。他说：“闻到消毒水的气味，看到满
架的蔬菜，就很安心。”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陈薇）随
着抗疫的持续，农历正月十五注定成为一
个特殊的元宵节。为展现温暖团结的社会
氛围，传递全国人民抗疫的信心与力量，
还原“逆行者”的轨迹，由湖南卫视组织的

“2020元宵一家亲”晚会将于正月十五（2
月8日）19时30分准时与观众见面。

面对疫情，这台晚会以“感动”和“振
奋”为主旋律，体现鼓舞人心的中国力量
与速度。值得一提的是，晚会没有现场观
众，观众及网友将可通过观众席“弹幕墙”
传递温暖与力量。

这个春节，亿万民众足不出户，以特
有的方式支持抗疫。歌舞节目《元宵宅家
也快乐》、小品《瞧这一家子》等“宅”歌

“宅”舞，再现这些场景，呈现出一个特殊
的元宵节。

老年人把广场舞斗舞换到客厅，年轻
人深夜还在网络“监工”火神山、雷神山医
院的施工建设，这些以往看似不可思议的

行为，“元宵一家亲”也将分别通过歌舞
《快乐广场舞》《雷神火神送瘟神》展露，反
映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困难面前打不
倒、压不垮的坚韧精神。

“元宵一家亲”除了连线抗疫一线工
作者、深度挖掘感人故事外，还将带来由
西安战士战旗杂技团表演的杂技《乘风破
浪》，直观展现前线乘风破浪的惊险，传递
中国建设者的激情和效率；歌曲《骄傲的
少年》将为抗疫中的90后英雄发声，他们
呐喊“这次由我们守护大家”，展示积极向
上的精神面貌，传递振奋人心的力量和战
胜疫情的勇气。

为全力保障演职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节目组在采取全面充分的消毒防疫措施
的同时，首次不设立现场观众，但在原本
的观众席上将会摆上一排排的屏幕做成

“弹幕墙”，通过屏幕收看的观众可以发送
支持和祝福的话语来同步互动，以此呈现
亿万观众的问候。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张寒宇）随着年后长
沙城区返程复工高峰期逐步到来，
全市用水量开始小幅回升。记者从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截至2月5
日，全市日供水量达到153.4万立方
米，远低于每日260万吨的设计峰
值。目前猴子石、银盆岭、新河等9个
水厂生产平稳，城区供水正常、水质
优良、水量充足。

面对疫情防控关键期，长沙供

水有限公司严阵以待，加强对水源
地原水的微生物指标检测，加强对
水厂消毒工艺的管控，加强对管网
水余氯和微生物指标的检测。目前
全市9个水厂均有在线水质监测设
备，可以实时在线监测出厂水、管
网水浊度和余氯，同时还有113个管
网水采样点、800 个小区二次供水
采样点分布全市。

为保证防疫措施落细落实、确
保管网水质安全，长沙供水有限公

司在国家安全标准范围内提高了
出厂水余氯指标，保证出厂水进入
市政管网后的持续消毒作用。公司
领导一岗双责、严把关口，所有复工
职工均配发防病毒口罩，生产及工
作区域定时用专用酒精和消毒液清
理，工作人员定时测量体温。各水厂
24小时值守，每天对供水设施和生
产区域环境进行无死角清洁维护和
卫生消毒，并加强生产巡检，确保生
产作业正常运作。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刘建辉

新春之际，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从武汉向全国蔓延。这对于
湖南邮政湘阴县分公司邮件运
输投递分拣处理中心主任、共
产党员李国华一家人来说是一
场考验。

春节前，李国华原本和妻
子石利群打算在春节期间多请
几天假在家里多陪陪儿子、儿
媳，让他们享受家庭的温暖。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疫情发生后，让李国华
不得不作出选择，和妻子商量
后，立即投身这场战“疫”保邮
的战斗，儿子、儿媳也主动请
战，全家人齐上阵一起投入到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李国华每天承担着全中心
紧急时期邮件运输、分拣、投递
处理事务的生产调度，3趟干线
邮车和 2 趟县内邮车进出口邮
件及中心处理生产场地消毒、清
洁卫生等工作，每天几乎从早忙
到晚上近10时才能回家休息。

妻子石利群是湖南邮政湘
阴县分公司北正街营业所的邮
政营业员。春节期间各种包裹
本来就多，疫情发生后，当地政
府为阻止疫情蔓延，该县实施

“四级隔断”“六级隔离”的疫情
防控，全县道路不通、车辆无法
通行，投递无法进行，这给整个
包裹投递带来了很大难度，只
能采取属地转运、步行投递、电
话告知等方式。随着疫情蔓延
时间越来越长，包裹积压越来
越多。为确保包裹及时达到收
件人手里，石利群每天步行到
北正街上班，每天重复着100个
包裹的电话告知任务。

“我们虽然不在邮政上班，
但父母都是邮政人，现在是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客户急需的
口罩、消毒液、药品等防控用
品，必须及时准确送达。作为邮
政子弟，也要为邮政与父母分
忧。”由于道路封堵，邮运车辆
无法通行，投递员只能步行投
递，县邮政公司从后台抽派人
员补充仍然严重不足。李国华
的儿子、儿媳知道这个情况后，
主动承担起了离家不远的滨湖
豪庭及附近几个楼盘数千居民
包裹的电话告知任务。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2月7日，在长沙市开福区捞刀
河镇的长沙市一医院北院监控中
心，医院防疫工作组通过 6 台显示
器190个高清画面，可实时观察病
房最新动态。谁能想到该院从基本
网络铺设、信号调试到给医院提供
基础通信网络、视频监控、设备安
装，仅用了短短72小时。

这座医院建于非典时期，是长
沙市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定点收治
医院，该院总面积为1.41万平方米。
因年久失修无网络覆盖，无法满足
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救治的需求。

长沙铁塔公司在接到开通该院
移动通信网络的紧急需求后，30分
钟内即启动方案设计和物业协调工
作，并针对该院特殊情况迅速确定建
设方案，抽调建设、维护等部门精干
力量赶赴现场，改造利用附近现有信

号基站，紧急增加整流模块，实现塔、
房、电等配置2小时调整到位，运营
商当日便开通入网信号。

长沙铁塔从接到任务到完成设
计勘察，再到最终的交付使用仅用了
72小时。在铁塔人心中，这是与疫情
的赛跑，多赢得一分钟，就能多救治一
名患者，就多了一分胜利的机会。

长沙联通在该医院主要负责支
持该院视频监控及IPTV等服务需
求。长沙联通系统集成中心员工李广
在得知情况后，不顾家人的担忧，勇挑
重担带头承接了该项目的建设。

李广多方协调，从布线、施工、
安装、调试，每一个环节都细心沟
通，每天工作几乎是凌晨两三点，
累了就趴在木板上休息一会，然后
继续开工。

经过72小时夜以继日的奋战，
终于完成了医院全部监控点位的
建设和保障，并圆满交付使用。

春节期间，长沙电信收到长沙
市一医院北院光缆修复、新增固定
电话、升级扩容内外网、开通收治病
房ITV、优化无线网络覆盖、建设备
用医院弱电及机房、新建院区视频
监控等紧急通信保障需求。长沙电
信雷厉风行，迅速打通了北院与本
院之间的网络通信和数据传输。

病房安装调测ITV时，北院已
经收治部分确诊病例。在尽可能做
好防护的情况下，长沙电信装维人
员戴着口罩，毅然走进病区，以专
业的能力、最高的效率，解决了住
院病人看电视的问题。

疫情不允许懈怠，工期容不得
拖延。争分夺秒，长沙电信近百人的
建设队伍与时间赛跑，2小时修复光
缆，4小时装通电话，8小时部署应急
通信车，12小时升级优化无线网络，
24小时开通内外网专线，72小时安
装调测182户ITV。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王琴）昨天，国网湖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布消息称，目前
全省居民用电平稳，生产用电充足，
省内124家防疫医院、363家发热门
诊、41家医疗用品生产企业用电全
部纳入24小时监测，可确保可靠用
电。

自疫情发生以来，国网湖南电
力超过万名员工放弃休假坚守岗
位，为防控疫情、保障用电，开展保
电应急值班、设备巡视，应急抢修待

命。截至今天，日均出动应急抢修车
辆780余台次、抢修人员3000余人
次参与防疫应急工作。

为各地防疫定点医院应急保电
是重中之重。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
中心（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建设于
17年前的“非典”时期，现在医院的
整体供能配套设施均老化，需要进
行大规模修缮；此次作为防疫定点
医院，还需要大量增加医疗用电设
备，必须进行用电增容。长沙地区保
电人员不眠不休，连续奋战72个小

时，圆满完成所有增容、通电等突击
任务，确保医院按期交付使用。为保
障常德防疫定点医院——常德市第
二人民医院德山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电力供应，当地保电人员夜以继日
持续施工3天，提早完成医院电源支
撑。

据了解，目前，国网湖南电力正
在有序开展支援湖北的多项工作，
一批防疫物资将于近期送达湖北各
地，支援湖北电力保障的多支志愿
者队伍也完成筹建。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邹靖方）
支付宝“疫情服务直通车”再升级。6 日，
包括湖南在内的全国11省市在支付宝开
通“疫情服务直通车”地方版，湖南省居民
可上支付宝搜“新湘事成”，进入专区查
看。目前已支持发热门诊和定点医院查
询、发热自查、同行程查询、疫情防控监督
热线电话查询、湖南疫情实时数据播报
5项服务。

以“同行程查询”为例，只要输入日
期、车次和地区等信息，即可查询到对应
行程是否与已披露的确诊患者同行，有助
于及时发现、隔离。“发热自查”借助阿里
巴巴AI和云计算技术，提供疫情智能助
理服务。感染后有哪些症状、如何预防等

问题，可以直接采用对话形式和机器人互
动，疫情智能助理会给出权威即时解答。

防控疫情期间，为最大限度减少外出办
事感染病毒风险，相关部门倡导政务服务

“掌上办”“网上办”“预约办”。“新湘事成”办
事平台可提供11大类40项网上服务事项。

据了解，全国已有11省市将“疫情服
务直通车”搬上支付宝，支持定点医院查
询、疫情动态发布、口罩预约配送、交通枢
纽健康申报等功能。

阿里巴巴副总裁杨鹏表示，阿里将全
面、免费开放包括AI、安全认证、小程序、
云计算、智能物流五大综合技术能力，配
合政府、全社会做好疫情防控、民众服务
工作。

支付宝湖南政务服务平台
“新湘事成”上线

开通“疫情服务直通车”地方版，支持发热门诊和定点医院
查询、发热自查、同行程查询、疫情防控监督热线电话查询、湖南
疫情实时数据播报5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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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谢永彬 胡凯 李爱平

2 月 6 日清晨 5 时多，中铁五局二公
司医院隔离救治区内，在连续10多个小
时的奋战后，护士长陈梅、护士廖淑结束
了一天的工作。

卸下层层“盔甲”，脱下防护服，两人
才发现贴身衣服已经湿透。

中铁五局二公司医院是耒阳市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隔离救治医院。目
前，在耒阳市卫健局的统一调配下，耒阳
市多家医院共派出了10余名医护人员奋
战在隔离救治区最前线，另有103名工作
人员在隔离区外负责相关配合工作。

疫情当前，这些医护人员挺身而出，
舍小家为大家，尽显医者“本色”。

陈梅：单亲妈妈坚持赴一线

“我申请第一批进入隔离区！我是一
名工作十多年的老同志，临床护理经验相
对丰富；作为护士长也应起到表率作用。
我一定能安全、圆满地完成此次任务！”
1 月 27 日，中铁五局二公司医院被耒阳
市政府确定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隔离救治医院，护士长陈梅第一时间
向医院领导“请战”。

陈梅是一个单亲妈妈，她如果进入隔
离区，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办法照顾
12岁的女儿。基于这一情况，医院本不打
算安排她进入隔离区，但她坚持：“我已经
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也妥善安排好了女
儿，我可以的！”

2月2日，陈梅与其他两名护士，作为
第一批护士进入了隔离区。

陈梅记得，当她给一位年轻的疑似患
者发完药后，女孩拉着她说：“请你们一定
要治好我，我才 20 多岁，我都还没有结
婚，还没做妈妈……”

陈梅瞬间泪目。安抚好这名女孩后，
她与同事单手来了一个“爱的抱抱”互相
鼓励：“我们一定要坚强！”

在隔离区病房，“全副武装”连续工作
10多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上卫生间。

“我真的好渴，消毒时看到清亮的酒
精，我都想把它喝下去！”年轻的同事半开
玩笑说出这句话时，陈梅何尝不是同一感
觉，她回答说：“再忍忍，下班了喝个够。”

李孝金：冲在最前面的党员先锋

“作为一名党员和科主任，我请求第
一批进入隔离区！”中铁五局二公司医院
被确定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隔离救治医院后，内科主任李孝金第一时
间向医院提交了战“疫”申请。

1月28日，李孝金作为医院抗击疫情
党员先锋队队长，带头在请战书上签名，
并与其他27名党员集体宣誓：“我自愿申
请加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
救治工作，不畏风险，勇于担当，不计报
酬，不论生死，为战胜疫情尽力尽责！”

李孝金和妻子李小燕都是医生，非常
时期，他们把6岁的小儿子送到了外婆家。

2月1日，李孝金作为第一诊疗组科
主任进入了医院隔离区，每天的休息时间
仅有几个小时。

黄小燕：主动申请延长工作时间

黄小燕是中铁五局二公司医院第一
批进入隔离区的医生。

按照排班，自1月30日14时进入隔
离区至2月1日10时，她的工作时间已经
到了，可以出隔离区到指定宾馆休息。但
她主动申请延长工作时间，以便与第二批
进来的医生更好地做交接工作。

等第二批医生熟悉了需要看护的病
患、了解了具体工作流程和内容后，黄小
燕才放心地“下班”离开隔离区。

战“疫”最前线，尽显医者“本色”
——中铁五局二公司医院部分医护人员素描

湖南卫视将播出“元宵一家亲”
传递抗疫信心与力量疫情防控中，看果蔬零售企业如何保供——

“你们家的大白菜，由我们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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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水厂24小时值守

长沙城区供水平稳充足

国网湖南电力公司
万余员工放弃休假保供电

与时间赛跑
——长沙市一医院北院通讯抢装72小时纪实

来自重要民生保障一线的报道

点滴热血
传递真情
2月 7日，衡阳火车站爱

心献血屋，广州铁路公安局衡
阳公安处看守所民警在献血。
面对疫情，为缓解衡阳市血库
存量不足的压力，该处组织民
警集体献血，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人民警察的社会责任。

莫玉鑫 唐兰荣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陈思 王可融） 2月6日，农发行
湖南省分行紧急为长沙芙蓉口罩厂审批
了500万元疫情防控应急流动资金贷款。
今天，首笔200万元贷款资金发放到位，
支持该厂提高产能，生产防疫急需物资。

长沙芙蓉口罩厂是一家拥有口罩类
“LA”资 质 的 生 产 企 业 ，全 年 可 生 产
KN90 口罩 300 余万只、KN95 口罩 200
万只、一次性防护口罩 4000 万只。疫情
发生后，口罩等防疫物资需求大增，企业
在原材料采购等方面出现资金短缺。农发

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了解情况后，立即制
定授信支持方案，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在
政策允许范围内实施优惠利率，短时间内
完成贷款审批。

“有了这笔贷款支持，将缓解企业在原
材料采购等方面的资金难题。”长沙芙蓉口
罩厂负责人说，500万元贷款全部到位后，
长沙芙蓉口罩厂KN95口罩生产能力，可
由之前的每天生产6000只左右提高到每
天生产1.5万只，一次性防护口罩生产能力
可由之前的每天生产10万只左右提高到
每天生产20万只。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投入500万元应急贷款

支持长沙芙蓉口罩厂提高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