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给天上的妈妈
妈妈，我敬爱的母亲：

母亲英灵不远，不孝儿丁华泣
陈纸上，希望您能听到并原谅儿女
们的不孝。

1月18日，在二哥家陪您过小年，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情景还在眼前，谁
知，那一天的膝下承欢，竟成永别！

是儿不孝，因为突然暴发的疫
情，我临时取消了农历正月初三兄弟
姐妹一起回老家陪您老团聚的约定。
是不是因为这个，让您老人家担忧
了、不高兴了，您才猝然离我们而去？

二哥告诉我，正月初四早上八
时，他接到二姐要在电话里给您拜
年的电话，走进卧房，才发现您靠
坐在床前的地上已然去世。后来我
赶回到您的床前，千呼万唤，却再
也唤不回您一声回应；握您的双手
贴上我的脸颊，却再也感受不到母
亲抚摸的温暖。看着您安详的脸
色，向来深明大义的您应该没有怪
罪您的幺儿的意思。

就在您的床前，我强忍着悲痛
和二哥一起商定了您的后事：非常
时期，不吊丧，不宴客，不开追悼
会。下午 2 时 20 分，我和二哥就把
您的遗体运至市殡仪馆火化，下午
5时,把您的骨灰带回了八面山瑶族
乡大雁山村的祖屋……妈妈，儿是
真的不孝啊！

可是，妈妈，现在正是疫情防
控的紧要时间，我和二哥都是共产
党员，我还是一名巡察干部，二嫂
也是抗疫一线的医生，大姐夫是乡
司法所聘请的调解员。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是我们必须扛在肩上的责
任，我们不能因为您的丧事导致人
员聚集，造成疫情扩散的隐患……
不孝儿再次给您叩首！

妈妈，待到病魔祛除，我们再来
看您！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不孝儿丁华敬叩

2020年2月5日晚
于资兴市唐洞街道文锋社区

（扶丁华：资兴市委第一巡察组组长）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跃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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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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7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张新 童欣）今天，张家界市委
市政府发布通告，在辖区内禁止大鲵

（娃娃鱼）交易和食用。
为进一步加强大鲵资源保护，维护

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良好形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
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
动物利用特许办法》《张家界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生
态环境保护政策规定，张家界市委、张

家界市人民政府特发布通告。
通告规定：禁止伤害、捕捉、猎杀野

生大鲵；各地农（集）贸市场、超市、餐饮
业经营者、电商平台等经营场所和经营
主体，禁止任何形式的野生大鲵交易活
动；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禁止食用

大鲵（包括野生和驯养繁殖）；禁止餐饮
业经营者以大鲵的名称、别称、图案制
作招牌、菜谱诱导顾客；同时还通过
12315 热线或平台接受人民群众举报，
发现有违反通告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
查处，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张家界禁止交易和食用大鲵

我省野生大鲵突破1万尾
大鲵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于振
宇）“喂，是12355志愿服务热线吗？我
家里米和油都快吃完了，车辆不准进
出，我的腿脚又不方便，这可怎么办
……”“不要急，您家地址是哪里？还
需要什么？我们一起送过来。”连日
来，针对疫情防控期间部分群众出行
不便的情况，湘潭团市委依托“三张
清单”工作方法，组织志愿服务精准
助力疫情防控，第一时间给需要帮助
的群众送去温暖。

疫情发生后，湘潭团市委组建了
便民服务、心理辅导、防疫宣传、机动
防控 4 个志愿服务分队，通过 12355
援助专线等渠道，及时收集防疫一线
需求，列出需求清单；把能力范围内
能够完成的志愿服务列入任务清单，
不能完成的帮助联系其他部门；根据
任务清单，志愿服务小分队精准开展
服务，服务完成后形成服务清单。

“实行‘三张清单’工作方法，确
保精准掌握群众需求，精准明确任务
内容，精准提供志愿服务。服务清单
上需要帮助对象打分签字才能生效，

以保证群众需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
着落。”湘潭团市委有关负责人说。

2月5日，湘潭县梅林桥示范区群
众反映，受疫情影响，他们所种的蔬
菜陆续成熟，却没法销售，心里十分
着急。结合以前需求清单所列的抗疫
一线急需鲜蔬肉蛋事项，湘潭团市委
立即将之纳入任务清单，并立即开展

“帮助菜农解难题，爱心物资送一线”
志愿服务活动，购买了 4000 公斤红
菜薹、包菜及肉蛋等，送往市中心医
院、雨湖区交警大队等 7 家防疫一线
单位。随着 7 家单位有关负责人签字
打分后，一个服务清单就正式生成
了。

针对疫情带来的焦虑和恐慌情
绪，湘潭团市委联合湖湘心理研究院，
共同发起“携手连心、共同战‘疫’”心
理志愿公益行动，除开设“疫情心理
危机干预”网上公益课程，还组建了
由近50名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心理咨
询志愿团队，依托12355志愿服务平
台，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免费心理咨
询服务。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盘紫艳）在当前防疫
的严峻斗争中，永州市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纷纷贡献志愿力量，用凡人善举
汇成暖流。截至 2 月 5 日，该市共有
1.6万余名志愿者服务基层防疫前线，
累计服务群众近44万人次。

永州市义工协会通过微信群发
布无偿献血活动倡议，有20多名义工
响应号召参加献血，献血量达万余毫
升。祁阳文化志愿者创新将祁阳小调
融入抗击疫情中来，录制宣传Vlog视
频，视频转发量达到10万余人次，全
县通过微信群、微信朋友圈、小喇叭
等方式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5000 余
次，累计劝导群众取消或延迟寿宴、
婚宴1450余场。

零陵区派出医疗救助专家组以
及心理救援队，为治愈出院患者进行

心理咨询疏导和疫情防控技术指导。
蓝山县组建了一支心理咨询师志愿
者团队，以电话及微信的形式为广大
群众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服务。

中科未来城筹备组捐赠了一台
传染病专用急救用车和 12 万个高
等级外销医用口罩，总价值 300 余
万元。双牌万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主动抽调 10 辆出租车组建爱心车
队，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和医务人
员提供免费接送服务。江华民办教
育机构筹集善款 2.3 万元，第一时间
转给了武汉市慈善总会。永州市慈
善总会累计收到善款 389.54 万元，
接收捐赠物资价值 41.31 万元，已采
购及预订防疫医用物资和一线医务
工作者生活物资 124.85 万元，余款
264.69 万元交由市物资保障组统一
采购使用。

永州：1万余名志愿者服务防疫一线
累计服务群众近44万人次

湖南日报 2月 7日讯（记者 肖
霄 通讯员 李斌 肖团结）“新冠魔手
莫乱伸，筑起铜墙你无门。唱起山歌
赶你走，众志成城送瘟神。”2月4日，
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竹桥村党员
龙姜贤，将新创作的抗疫山歌录成视
频，通过手机发给亲朋好友。春节期
间，抗疫山歌在苗乡侗寨传唱，鼓舞
了全县人民抗疫士气。

绥宁县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中华散曲之乡”，群众有唱
山歌的传统。该县创新抗疫宣传，号
召山歌作者将抗疫知识编成山歌。
龙姜贤、李茂华等山歌爱好者纷纷
行动起来，积极创作抗疫山歌，组织
民间山歌手传唱，利用“村村响”广

播、微信群等方式向全县干部群众
传播。

“莫烦闷嘞莫烦心，面对疫情莫
心惊。不上牌桌不串门，安下心来陪
双亲”“年年岁岁有新春，今年拜年
不出门。电话问候情也到，微信拜年
也温馨……”绥宁县侗歌传承人韦
兵棋说，这些抗疫山歌言简意赅，通
俗生动，新鲜又接地气，深受老百姓
欢迎。

绥宁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抗
疫山歌在这次防控宣传中发挥了独
特的优势。寨市武汉返乡大学生杨某
说：“回家后我要隔离14天，每天听着
山歌很亲切，心情开朗多了，也喜欢
上了唱山歌。”

绥宁：抗疫山歌鼓舞士气

“跑腿”夫妻
2月7日，资兴市白廊镇杨林村辅警黎杰通和妇女主任胡志英夫妻在为村民代购物资。为解决村民购买生活物资困难

的问题，黎杰通和胡志英义务当起了村民的“跑腿员”，驾车到集镇上为村民采购油、盐、大米等生活物资。 廖智慧 摄

湘潭：“三个清单”精准助力疫情防控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何乐川 周晶晶

2月7日，在会同县炮团侗族苗族
乡岩头坪村岩坳检测宣传引导服务站
点，湘黔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在联合
执勤，对行人宣传防疫知识，劝阻行人
不拜年不串门。

会同县与贵州省天柱县相邻。
疫情发生后，两地建立功能型党组
织——湘黔联合党支部，加强疫情防
控协作，织密疫情防控网。

据了解，会同县炮团侗族苗族乡岩
头坪村、阳湾团村、快团村、炮团村，与贵
州省天柱县远口镇大样村，白市镇沿江
村、潘磨村组建湘黔联合党支部。湘黔联
合党支部含2省2县3乡镇7个村，共有
党员300余人，组织成员主要为原有村
党组织委员和驻村工作队员。

“岩头坪村与天柱县接壤，村民多
与贵州方面有联姻关系，交通线路四
通八达。疫情袭来后，两地防控检测工
作呈现出新的复杂情况。”岩头坪村党
支部书记蒋镇蔚一边对过往行人车辆
进行检测、劝阻，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湘黔联合党支部的建立，使以往松散
的几个村在疫情防控中拧成了一股
绳，有效减少了人员流动和人群聚集。

会同县炮团侗族苗族乡快团村，

有一块地“饭香垠”四面八方却被贵州
省天柱县远口镇地界包围，成为一块

“飞地”。同时，贵州省天柱县白市镇
“主山冲”也“镶嵌”在炮团侗族苗族乡
境内，也是“飞地”。

“组建边界联合党组织后，湖南会
同县炮团、贵州远口和白市三乡镇积
极协作。炮团‘饭香垠’、白市‘主山冲’
两处‘飞地’的群众疫情防控宣传摸
排、生活物资保障供应等工作，均由边
界联合党组织临时统一‘托管’。”炮团
侗族苗族乡党委组织委员蒋娟介绍。

目前，除炮团侗族苗族乡外，会同
广坪、漠滨等2个省际交界乡镇，沙溪、
金子岩等市县际交界乡镇均积极行
动，共建成村级边界联合党组织7个。
其中，该县成立最早的湘黔边界首个
跨省联合村级党总支——中共湘黔朝
阳联合党总支部委员会，就涵盖了湖
南省会同县广坪镇羊角坪村、西楼村，
地灵乡桥冲村，靖州大堡子镇上河村、
江冲村,贵州省天柱县地湖乡岩古村、
竹林镇竹林村、远口镇黄田村等2省3
县8村。

疫情发生后，怀化市委、市政府要
求相关县市加强与贵州接边县、乡、村
的联系，通过发挥原有和新组建联合
党组织的优势，接边地区的党员干部
联防联控，协同作战，织密疫情防控

网，使疫情防控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边界联合党组织着力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使各成员村之间疫情联防
联控，实现了‘统一巡查、统一特定人
员动向监护、统一开展宣传、统一协调
物资、统一信息共享’工作联动机制，
有力推动了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会同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梁春林说。

“非常时期不串门、不传谣、不拜
年、不办酒席、人员不扎堆……”疫情
防控过程中，新晃与贵州接壤的各村
充分发挥以村干部、党员、志愿者为主
的护村队作用，在边界开展巡防巡查。
流动宣传车开到村村寨寨，“村村响”、
小喇叭响彻边界上空，锣鼓敲响在团
团寨寨……

新晃侗族自治县 11 个乡镇中有
10个与贵州省接壤。为了坚决打好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两地的接壤村都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协商，坚决阻断
疫情蔓延渠道。

新晃林冲镇地处湘黔交界处，三
面楔入贵州省，两省道路相互穿插，赶
集市场大，人员构成复杂。为切实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林冲镇党委与贵州省
大龙街道党工委经协商后，决定开展
联合行动。两镇百余名镇村党员干部
分别到6个重要路口开展劝导、巡逻、
宣传等工作。

通讯员 贺勋 吴辉兵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我们村党支部书记就像个‘陀
螺’，不是进组到户排查，就是到处宣
传防疫知识；不是劝阻打牌聚会，就
是带头清理垃圾……”攸县江桥街道
泥脚巷村民交口称赞的“陀螺支书”，
叫吴建湘。

“疫情发生以来，建湘书记忙得
屁股冒烟，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下班，
手机24小时待命。”一位村干部说。

2月1日一大早，湖北返乡村民李
龙仔给吴建湘打电话求助，自己 7 岁
的外孙女出现呕吐、发烧状况，一家
人束手无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先观察，其他人做好隔离，我们
马上就到。”吴建湘一边在电话里耐
心安抚，一边示意身边村干部马上向
卫生院报告。

很快，吴建湘领着乡卫生院的医
生来到李龙仔家。此时，李龙仔一家
尚未过14天隔离期，吴建湘也是仅戴
着一个口罩。医生对小女孩进行体温
检测，孩子正发低烧，随即吩咐尽快
护送到上一级医院。

“走，坐我的车！”乡卫生院设备
简陋，没有专业的救护车辆，吴建湘
毫不犹豫驾驶自己的车，将孩子送到
县城。经过县医院的诊断，孩子只是
普通感冒，大家虚惊一场。

“天寒地冻的，你们一定要多穿
点衣服，以免感冒。要继续做好自我
隔离，有什么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
我！”回到村里，吴建湘一再提醒孩子
的外公李龙仔。

“书记，太感谢你了！听说我们是
从湖北回来的，别人躲都来不及，你
却这样关心我们。”说到动情之处，李
龙仔眼角湿润。

“陀螺支书”一线抗疫

怀化加强与贵州接边地区的协作，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

湘黔携手战“疫魔”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刘勇）
记者今天获悉，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野生大鲵种群资源量目前达
到 1 万尾以上。去年，该保护区管理处
救护、繁育适合野外生存的大鲵也达 1
万余尾，其中向野外增殖大鲵苗种 676
尾。

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我省唯一的水生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设立目的是为抢救性保护现存
世界上最大最珍稀的两栖动物野生大
鲵及其栖息地资源环境。

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自2018年11月转隶到省林业局以
来，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下，在当地
党政部门合力推动下，扎实开展涉保护
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采砂项目全面取
缔、水电项目整改扎实推进、网箱养殖

等人工设施整体退出、入河排污口整改
全面完成，大鲵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
善。

去年，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开展了多项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
保护区内大鲵盗捕和非法交易行为，行
政处罚涉案人员78人，刑事处罚涉案人
员31人。同时，持续推进环保督察问题
整改，关停企业87家，关停水电项目86

个；拆除网箱29万平方米、水上餐饮娱
乐设施20处。

科考调查显示，张家界大鲵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大鲵种群由2008年
的 2000 尾左右增加到目前的 1 万尾以
上。今年，保护区将继续加大监管和生
态修复力度，筑牢保护区生态安全屏
障，持续开展增殖放流，科学保障野生
大鲵种群密度和生态环境。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姚宏春）“我曾是一名军人，在
疫情面前，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召必
回、战必胜！”2 月 6 日，一直坚持在防
疫前线的株洲市芦淞区委组织部副部
长尹智能说，无论是否穿着军装，“见
困难就上，见红旗就扛”是他们最鲜明

的军人本色。
尹智能曾是部队优秀参谋、二等

功臣，去年底转业到芦淞区委组织部。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了解到社区
防疫力量薄弱，便主动要求下到基层，
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芦淞区住建局军转干部李锋，主

动请战。他组织其他退役军人，连日来
在该区董家锻街道南苑小区门口 24
小时值班值守，核查进出车辆、组织消
毒、测量体温、进行疫情防控宣传等。

“我们曾经是军人，应急处突有经验，
有责任带领社区群众积极防疫。”李锋
说。

在芦淞区，积极响应号召冲锋在防
疫一线的转业军人，用不同的方式积极
为群众提供防疫保障，用实际行动诠释

“退伍不褪色”的军人品质，成为这次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一道风景线。

“见困难就上，见红旗就扛”
芦淞区军转干部积极投身防疫一线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刘杰） 为进一步严肃疫
情防控期间的工作纪律，坚决反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集中精
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连日来，澧
县把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监督检查作
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织密监
督体系，强化责任担当，督促责任
落实落细落地。

澧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纪

委监委明文规定，疫情防控期间，
不得要求乡镇(街道)、村居报送与疫
情防控无关的数据材料，不得到乡
镇(街道)、村居开展与疫情防控无关
的督查、检查和考核，不得通知乡
镇(街道)、村居参加与疫情防控无关
的会议。凡违反上述规定的，对相
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一律严肃问责追
责，严重影响疫情防控的，一律先
免职再处理。

澧县：疫情防控强化责任担当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陈勇）
2月4日，衡阳市福彩中心向该市慈善总
会捐赠3120件防护服，为急需医疗物资
的疫情防控一线尽力。这是全省福彩发行
系统共克时艰、齐心抗疫的一个缩影。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湖南福彩人迅速行动，积极防
控，在全国较早停止福彩“刮刮乐”即开
票户外卖场销售，避免了人群聚集；依
托官网、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将防
疫知识和防控要求传递给广大福彩从
业者，做好科学预防；出台返岗防疫“十
条”措施，编印《防控知识手册》，以个
人、家庭的安全促进防控工作落实。目
前，全省福彩机构正积极踊跃捐款捐物
奉献爱心，已捐献价值100多万元的口
罩、防护服、消毒水等防护消毒物资。

湖南福彩人
齐心抗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