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4 日一大早，零陵区老渡口社区的杨文斌大叔高

兴地接待了3位不速之客。让他想不到的是在“智慧社区”

订购的 100 斤大米等物资，不到 1 小时就被社区的 3 名党

员志愿者送到家里。

针对居民“不出门”就能买到生活物资这一问题，老渡

口社区建成了“老渡口智慧社区”服务平台，社区的居民待

在家里，只要动一动手指，超市会将物品打包统一配送到

社区。然后由辖区内的 4 个临时党支部中的 70 多名党员

志愿者根据居民的住址送货上门。

目前，城市小区共成立了56个临时党支部和131支志

愿服务队，组织 5400 余名党员，按照“网格+小区+楼栋+

户+人”的模式进行分工，责任落实到人，“地毯式”在小区

开展宣传、检测、消毒、上门服务等工作，构筑了一道防疫

坚强屏障。 (张兴国 秦亚欧 周国江)

零陵：疫情防控“智慧社区”显身手

日前，祁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推出“政务服务网上办”

演示视频模式，教市民如何在网上申办业务，极大地缓解

了春节假期过后市民扎堆申办业务的压力，也助力了疫情

防控管理。

该县行政审批局自挂牌成立以来，秉承“审批就是服

务”的理念，全力推进“网上政府、身边政府”建设，信息化

水平不断提高。在近期疫情防控工作中，为确保政务服务

“不打烊”、工作效能不降低，他们大力推行“网上办、自助

办、预约办”，开发了县级平台绩效管理、电子办件监察督

办、电子证照管理、EMS 物流快递等个性化功能 14 项，推

出手机APP服务、微信服务，完成“一件事一次办”、不见面

审批服务事项203项，实现线上线下无缝衔接。

推动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向镇村延伸，让群众足不出

户就可以在网上通办4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同时，还为

办事群众提供政务证件免费邮寄服务，免除了办事群众外

出取件的辛劳，节省了时间成本，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唐书东 伍迎宾）

行政审批在线 群众办事方便

·精彩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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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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亚平 张璇 徐典波
通讯员 潘岳清 陈书金

新年之始，一场疫情来势汹汹。湘
北门户岳阳，毗邻鄂南等多个市县，防
疫形势空前严峻。

疫情就是集结号！战“疫”当前，岳
阳市 15 万余名党员全体进入“战时状
态”，或奔往一线，或力保后援，为 570
多万家乡人民的生命健康，筑起疫情阻
击的红色防线。

连日来，记者奔走于这道红色防线
之中，感受着他们带来的力量和感动。

“上阵”不分老少，只因党徽闪耀

“杜老，您连轴转了十几天，回家休
息下吧。”

这样的请求，平江县交通运输局党
组副书记、京珠高速伍市收费站临时党
支部书记杜军拒绝了不知多少回。“现
在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不能回
去。”作为党员中的一名“老将”，除夕当
天，杜军就到达自己岗位的最前线，成
立临时党支部“作战”，日夜值守车辆和
人员来往频繁的高速收费站点。

“这里是进入我县的‘西大门’，决
不能把病毒放进来。”多日的凌晨工作
和泡面充饥，让杜军的声音变得沙哑。
12天来，他带领值勤人员，共检查车辆
6204台，劝返涉鄂车辆247台，有效阻
止疫情在本土蔓延。

2月4日上午，华容县章华镇卫生院
举行了一场火线入党宣誓仪式。5名穿

着防护服的 80 后医护人员，身处隔离
病区，高举右手，面向党旗许下庄严誓
词，胸前的党徽闪闪发亮……

湘阴县古稀村医杨寿松背上小木
药箱，骑着摩托车，对14名湖北返乡人
员及家人进行医学观察，这已成为他每
天雷打不动必须完成的工作。家人看
他年纪大了，怕他被感染，杨寿松却说：

“我是老党员，要用医术发挥余热。”
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岳阳

市各级共建立临时党支部183个，组建
1600 多支党员先锋队，237 人在防疫
一线提交入党申请书，争做抗“疫”最美

“逆行者”。

战“疫”不胜不归，心中党旗飘扬

“国家有难，医护有责，请战出征，
服从组织，听党指挥……”2月6日，由
岳阳市二医院负责筹建的全市第二家
定点救治医院正式投运，首批驰援的
50 多名医护人员中，党员人数超过了
三分之二。

仅仅7天，该院副院长刘文龙带领
筹建组完成了医院内部改造、流程设
计、消毒防疫、设备采购组装等工作，还
规划形成了四级联动、层层压责的运行
架构。进隔离病区前，刘文龙放下“狠
话”：“身为共产党员，不打赢这场战‘疫
’，我决不会撤退！”

同样不退的，还有汨罗市公安局巡
特警大队中队长彭志坚。农历大年初
一早上，为疫情排查工作了一通宵的
他，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母亲，您的

儿子是一名党员，请您多理解，您的恩
情来世再报。”彭志坚独自哭诉后，又全
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岳阳县月田镇大界村与湖北通城
搭界，该村党总支书记万洪为严防死守
这第一道关卡，他组织全村党员干部，
在湘鄂交界处建立防疫检测点，24 小
时轮班站岗。在监测点连续奋战 6 个
昼夜后，万洪又开始走家入户摸排宣
传，却“三过家门而不入”。换来的，是
全村目前还未出现一例确诊病例的安
全稳定。

疫情，是一场大考。岳阳全市上下
沉着应对，各市级领导分片包干，到达
一线督导和落实，各县（市）区委、市直
部门和乡镇街道党(工)委及时行动起
来，成立防疫指挥部，设立防控点，发布
党员公开信，织密疫情防控网，15万多
名党员向险而行，只为赢取战“疫”的最
后胜利。

后方“疫”呼百应，汇聚党员力量

疫情暴发后，因为提高免疫力的话
题热度，让长在汨罗市川山坪镇玉池山
深处的灵芝有了“商机”。

几年前，一些村民抱团成立合作
社，投入近百万元，流转土地种植灵
芝。防疫一线工作人员有需要，
丰厚的收入近在眼前，合作社成
员间却产生了分歧：卖还是捐？

“钱可以来年继续赚，但疫情
是分秒必争。”有着 20 余年党龄
的陈海波主张捐，14名年轻党员

也极力赞成。经过商量，合作社决定将
2019 年灵芝产量的三分之二，捐往防
疫一线。

从社区微信群里，岳阳楼区爱心企
业家万庆华看到防疫物资紧缺的求助，
10多天没出门的他坐不住了。通过自
己的人脉资源四处打听、寻找购买渠
道，几经周折，终于从长沙运来 855 公
斤酒精、84消毒液，为5个社区解了燃
眉之急。

“我是党员，既然没有冲在一线，就
要给后方助力。”万庆华说，只要防疫一
线有需要，他还会继续想办法筹物资，让
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没有后顾之忧。

临湘市志愿者协会党支部发出招
募，仅仅几小时，上百名党员志愿者报名
响应。他们是一群活跃在疫情防控后勤
保障的“红马甲”，给一线防疫人员送上
热菜热饭，为隔离区居民免费跑腿，用生
动丰富的文艺形式消除居民的恐慌。

巴陵大地上，1376个农村党组织、
436个社区党组织守望相助，凝聚起团
结和带动群众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

这场战“疫”中，15 万多个名字也
许不能被一一记住，但他们共同而光荣
的名字——共产党员，将被历史和人民
永远铭记！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唐璐

2 月 6 日晚，长沙市副市长谭勇带
队来到市公共救治中心隔离病房负责
人周志国家中，给他的家属送去汤圆、
牛奶等生活物资；2月7日，岳麓区委书
记周志凯将一箱汤圆搬进湖北旅客入
住的港湾宾馆……

长沙市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全
力保证物资供应，全市汤圆和蔬菜、肉
蛋奶、粮食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正
常，实现不脱销、不断档、不乱价。

市场迎开市 商品价格稳定

2 月 7 日，记者在长沙各大市场和
大型商超走访，绝大多数都已开门迎
客，各种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市民
自觉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据统
计，截至 2 月 5 日，全市 32 家大型商超
企业 193 家门店全部正常营业，已有
212个农贸市场和60个社区门店开业。

岳麓区湘仪生鲜市场侧门卖元宵
的摊子前，许多顾客在排队，花生馅、芝
麻馅……各种元宵均以24元/公斤的价
格售卖。摊主李春华已在这里卖了20
多年元宵，她说：“今年虽然是特殊时
期，购买的顾客还是不少，还有一部分
不方便购买的顾客在微信上下单。”

在步步高、华润万家、通程佳惠等
超市，入口均设置体温检测点，疫情防
控宣传标语随处可见。除了完备的疫
情防控措施外，超市上架的粮油肉菜品
类丰富，蔬菜、肉禽蛋供应比前几天有
所增加，能够满足市民需求。

供应更顺畅 物资货源充足

为确保元宵、汤圆供应充足，长沙
市组织开展“元宵上门”行动，对各大商
超以及兴盛优选等电商平台进行调度

和部署，引导各大商超卖场提前备货，
还在不方便购买的社区附近设立便民
服务点，方便市民采购。

天心区定点配送涉及全区14个街
道99个社区工作人员，开福区组织一批
超市参加社区便民元宵销售，芙蓉区牵
头步步高等大型超市发起“送温暖、送
爱心”活动，岳麓区明确步步高“小步到
家”10个自提点，浏阳市设立30个元宵
便民销售点……元宵供应正常有序。

为保障供应链顺畅，长沙市商务局
加强了海吉星、红星、大河西三大蔬菜
批发市场和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生鲜
门店的货源组织，制定了奖励政策。目
前，三大市场近期可供货源每天 1.8 万
吨左右，基本能够保障日常供应。肉食
方面，全市生猪存栏1.8万头，各冷链企
业储备冻肉16万吨，足够保障未来一段
时期市民所需。

无接触配送 线上持续发力

疫情防控期间，消费者对“无接触
配送”式到家业务需求量正在逐步加
大。

从步步高better购的自有到家平台，
到京东到家、美团、饿了么、多点等第三方
合作，再到华润万家APP、京东到家等平
台，到家业务量都有明显的增加。

长沙盒马生鲜南门口店店长吴桂
琴表示，顾客在APP线上点单时可选择
无接触配送服务，配送员与顾客电话约
定送货地点，实现不接触收货。

为保护消费者和配送人员安全，华
润万家加快华润万家APP、京东到家等
线上平台订单的拣货及配送速度，1 月
24日至2月3日，线上销售平台累计服
务2.5万次顾客，线上订单倍增，日均订
单近 1600 笔，单店线上日均销售占比
超过10%。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李杰
鲁融冰

进入立春，常德市战“疫”不断传来
好消息，给人们带来了希望。2月4日，
常德市 3 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确诊患者痊愈出院。2月6日，又有11
名确诊患者痊愈出院，其中1例还是重
症患者。这个集中出院人数，全省罕
见。

常德何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
救治成绩？2 月 6 日 21 时 30 分许，记
者在定点救治医院——常德市第二人
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采访了定点救治
医院医疗救治组组长李德辉。由于连
日来的劳累，李德辉显得特别疲惫，眼
里布满了血丝。但谈到救治患者，他顿
时来了精神。

今年47岁的李德辉是第一人民医

院党委委员，感染病学主任医师，常德
市感染病学会主任委员，是感染病治疗
领域的专家。2018年，他被评为“湖南
好医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发生后，常德集中患者、集中力量、集
中资源、集中救危，组成了以常德市第
一人民医院为主，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
为基础，其他医院配合的定点医院救治
力量，集中了全市最优秀、经验最丰富
的 383 名医生和护士，又由呼吸科、感
染科和ICU等方面10多名权威专家组
成医疗救治组，全力救治患者。李德辉
临危受命，成为医疗救治组组长，于 1
月28日进驻定点救治医院。

李德辉介绍，他刚来时，定点医院
已收治四五十名普通病人，第二天又
有两名危重病人上了呼吸机。经过
医疗救治组的共同努力，截至 2 月 6
日，常德 62 名确诊患者，其中累计重

症 7 例，包含危重患者 5 例，重症患者
2 例，现在 1 名危重患者转为重症，1
名危重患者转为普通患者，1 名重症
患者已经出院。“能够在短时间内，取
得这样的治疗结果，很不容易。这说
明疫情可防可控，但目前疫情还不容
乐观。”李德辉说,春天虽已来，还要
谨防“倒春寒”。

常德地处湘鄂边界，两地往来频
繁。这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压力，给
患者救治也带来了挑战。曾参与过非
典、甲流、手足口等重大疫情救治的李
德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一到岗，
就迅速完善救治程序，建架构、定流程，
制定患者病情评估表，每天工作超过
12小时，遇到危重患者需要会诊，往往
通宵达旦。“几天下来，我们针对每一个
环节，出台了三四十个救治流程，让救
治工作变得忙而有序。”李德辉说，虽然

过程艰辛，却颇有效果。
“好情绪对于病情恢复往往会事半

功倍，我们还通过心理评估，对患者予
以心理干预和辅导。”李德辉向记者讲
述了危重症患者孙某的恢复过程。孙
某于1月29日入院，面对病情，十分绝
望，情绪抑郁。医护人员每天为她做心
理辅导，陪她聊天，开解心结。经过10
多天的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治疗，孙某
变得开朗起来，病情也大幅好转，目前
正在复检，准备出院。

李德辉告诉记者，出院病人并不是
一出了之，而是建立了随访制度。出院
病人还需要居家隔离半个月，医护人员
每天电话随访，并通过心理筛查，对有
心理障碍的患者，开展心理辅导；对于
肺部病灶没有完全吸收的出院患者，指
导用药。

夜已深，采访毕。身处救治一线的
李德辉请求记者提醒全社会：“新型冠
状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大
家不要聚餐、聚会，要戴口罩、勤洗手，
作息要有规律，增强免疫力，降低被感
染的概率。”

杨玉菡 宋铁山

疫情汹汹来袭，连日来，益阳市各
级医务人员逆行而上，守护在人民群众
身边，坚守在抗“疫”一线。

“牛郎织女”近在咫尺相见难

2月6日，在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隔
离救治病区外，廖侃正请隔离区护士将生
活用品和一袋水果转给妻子曾刘婧。

这对夫妻都是四医院的工作人
员。妻子曾刘婧是急诊医学科副主任，
看到医务部紧急招募后，除夕夜，她主
动请命到隔离救治病区抗“疫”。丈夫
廖侃正是医院办公室副主任，为临床最
前线提供各种保障，负责科室工作协
调、物资采购搬运等工作。

隔离救治病区横亘在这对夫妻之
间，妻子在病区内，丈夫在病区外，近在
咫尺却难相见，只能用微信互报平安。
他们被同事戏称为“牛郎织女”。

曾刘婧经常要查房，防护服厚重，
穿脱1次要近半小时，上厕所特别不方
便。因此，她不敢多喝一口水。廖侃正
也忙得像个陀螺，常常刚到家吃口饭，
就被电话召回。有时候半夜召开紧急
会议，他必须立马起床赶到。

除夕至今，曾刘婧一直没有回过
家。3岁的儿子康康一脸委屈地对着视
频电话，说想妈妈、要妈妈。曾刘婧眼
眶一湿，连说：“宝贝，妈妈和同事在打
妖怪，我们就快胜利了！”

“都在战斗，我不去，心不安”

2月6日，在沅江市人民医院，护理
部主任李少清一忙起来，忘了身上有
伤，动作幅度稍大点，腹部又疼起来，一
旁的小护士忙给她倒了杯温水，劝她不
要太霸蛮。李少清笑着摆摆手，连说自
己没事。

沅江市人民医院是益阳市县级定
点救治医院，李少清作为护士长，管理
着全院400多名护士。1月23日，她接
到疫情告急的通知，匆匆赶往单位，在
途中滑倒，当时只觉得腹部有点疼，没
当回事。忙到第二天，疼得不行了，她
抽空拍了个 CT，才知道是右侧第七和
第八节肋骨骨裂。

院领导劝她在家养伤，李少清就是
不肯。连日来，李少清负责在预检分诊
台、发热门诊和隔离病区巡视，协调各
方工作，一天下来要往返不下5公里路
程，这对有伤在身的她，堪比一场马拉
松。但从始至终，她没叫过一声苦、喊
过一声疼。

“非典我挺过来了，这次
不会有问题”

2月5日，天刚泛白，一串清脆的自
行车铃声，在南县厂窖镇肖家湾村回荡
开来。

骑单车的是老村医熊瑞兰，他今年
73岁，村医当了54年。这一次抗“疫”，
他主动请缨上前线。

每天早上7时不到，熊瑞兰就出发，
给村里10户20个湖北返乡人员测量体
温和宣传防疫政策。这些人住得分散，
他往返一趟就是半天时间。

一开始，家里人很担心，都劝熊瑞
兰不要去。“放心吧，那次非典我挺过来
了，这次不会有问题。”熊瑞兰说。

摸排不是一件轻松活。有村民觉
得，大过年的，医生一早上门不吉利，就
让熊瑞兰在门外等。冬晨的气温直逼
零摄氏度，他也不恼，静静守着。

一来二去，湖北返乡人员被熊瑞兰
感动了，从最初不太理解，转变为积极
配合。目前，肖家湾村的湖北返乡人员
健康状况正常，村里人安心不少，熊瑞
兰也睡得踏实了。

通讯员 肖江浩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2月6日，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宅男日记》手
绘作品，讲述作为医院护师的妻子坚守疫情一
线，“宅男”丈夫无限牵挂的心路历程。一天之
内，《宅男日记》点击量突破100万次。

这位被全国关注的“宅男”丈夫，是国家税
务总局衡阳县税务局干部雷分良。他说：“我
想，大家愿意看我的日记，是因为面对疫情，每
个普通人心中也藏着大爱。”

为战“疫”一线妻子写下8000字日记

雷分良和妻子已结婚 20 多年。1 月 26 日
（农历正月初二），妻子胡仲贞工作的衡阳县人
民医院被确定为当地治疗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胡仲贞作为呼吸内科护师入编第一批抗疫队
伍。

1月29日（正月初五），“宅”在家里的雷分
良既思念又担心进入隔离区工作的妻子，有些
坐立难安。“肯定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愿意无
条件支持抗疫，同时也无比牵挂亲人、爱人。”于
是雷分良决定从这天开始将这个特殊时期的满
腔思绪写成日记，并发到网上给所有为防疫抗
疫奋战的人打气。

“每批次人员工作10天，再隔离14天方可
出来。妻子是第一批的，出发前晚眼角泛红，说
她放心不下儿子。

“倒是女儿娇滴滴地抱着妈妈，傻傻地说：
‘要是我也感冒发烧了，那去看妈妈就方便了。’
我骂女儿小傻瓜一个……

“初三早上 7 点多，老婆与往常上班一样，
在家弄完早餐吃好，然后不声不响走了。到了
中午 1 点钟，她通过微信发了张中餐吃盒饭的
图片给我，附带一句‘吃中餐了，从今天开始24
天后见 ’。”

雷分良的日记记下对疫情的思考、对温馨
家庭的回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陆陆续续
写了 8000 字，在最后一篇日记结尾他特意写
下：默默支持，虽经沧桑岁月而不褪色，应归属

为真爱。

“我天天可以跟老婆视频”

对于雷分良来说，这样的日子是2003年抗
击非典的“翻版”。巧合的是，两次抗“疫”夫妻
都是分离24天。17年弹指一挥间，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变化的是沧桑岁月，不
变的是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普通人家的大
爱情怀。

17年前，雷分良也曾白天忙工作，晚上一个
人带着两个孩子“宅”家，默默支持妻子在一线
抗击非典。

“现在比起那时候好多了，儿女懂事听话、
吃好睡好就好，我天天可以跟老婆视频。”雷分
良说，医院防治疫情，工作“两班倒”，妻子每天
从早上8点忙到下午4点，脱下防护服、完成消
毒，到了晚上6点才有空，他会掐着时间给妻子
打去电话。雷分良说这段时间“宅”在家里，保
护好自己和孩子，是对家庭和社会负责，是对老
婆最实在的支持。

每天算日子等她平安回来

日记发布后，很多人留言问雷分良：妻子在
隔离区和新冠肺炎作斗争，你担心吗？

当然担心。但雷分良很从容，他说，抗击非
典时妻子才参加工作5年，现有了22年专业经
验，护理技术让他放心，“最重要的是，有那么多
人在一线奋战，国家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坚信
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雷分良认为，正是许许多多人为大爱牺牲
自己的小家，才保全了更多的小家，而自己把小
家照顾好，也算大爱。“我当年靠烧饭做菜赢得
老婆芳心。”雷分良笑言，婚后多年自己忙于工
作，妻子承担了大多数家务，“现在我来替手也
做得好，等她回家我一定和她一起承担家务。”

2月6日下午，妻子胡仲贞完成了这一批次
的一线防疫工作，还需要隔离 14 天才能回家。
雷分良说：“我每天都忍不住算算日子，等她平
安回来。”

一个共同而光荣的名字
——岳阳市15万多名党员战“疫”纪实

春天虽已来 谨防“倒春寒”
——访常德市疫情防控定点救治医院医疗救治组组长李德辉

网红《宅男日记》背后的大爱

元宵节：长沙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白衣战士，最美“逆行者”
——益阳市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故事

2月7日，保靖县清水坪镇的爱心人士，为奋战在防疫第一线的民警、医务等值
班人员赠送爱心物资。连日来，该镇不少爱心人士、企业自发捐赠方便面、牛奶、矿
泉水等爱心物资。 俞采华 彭亮 摄影报道

自发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