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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脱下军装，我还想上一次战场。”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为了广大居民的
健康和人身安全，我有责任有义务要这
样去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长沙总
能见到一群人的身影冲在前方。他们上
街面、入社区,完成各项疫情防控任务；他
们以各种形式，一点一滴、涓涓细流，汇聚
起波澜壮阔的爱的海洋，驰援没有硝烟
的抗“疫”战场，用实际行动书写退役军人

“若有战，召必回”的责任与担当。

“我是一名老兵，接受的
教育就是冲锋在前”

“我多年得到医院照顾，享受了美
好人生，现已无所顾虑，愿意付出一
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宁乡市中医
院70岁的退休医生吴冰，立即向医院领
导请战。

吴冰 21 岁参军，从军 20 年后转业
到宁乡市中医院。看到汹涌而来的疫情
消息，这位老医生坐不住了，连续3次向
医院申请，请求驰援武汉。

但吴冰的年龄实在太大，医院无法
同意她的请求。这下可把她急坏了。她
带着按下手印的请战书直接又敲开了
医院领导的房门：“我是一名老兵，接受
的教育就是冲锋在前。别看我人老了，
心还热着呢，上战场不可怕……”

医院领导深受感动，但仍然无法同
意吴冰的请求。经过反复沟通，吴冰只
好接受医院的安排，留在本院担任诊疗
志愿者。

在疫情抗击一线，像吴冰这样主动
请求冲锋在前的老兵不计其数。

“当年我们的同年兵都上过战场，
就是没要我上，这次总该安排我了吧？
脱下军装，我还想上一次战场！”面对疫
情，天心区黑石铺街道创谷社区57岁的
退役军人范国盛找到了社区，1981年入
伍、当了5年兵的他，抱着当年未能参战
的遗憾，主动申请上战“疫”前线。在疫
情防控检测点值守，核查外来人员；走
家串户，走访排查，宣传防疫知识和政
策；走上街头，发放宣传知识手册……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验了一次真正
上战场的滋味。

“不管穿不穿军装，为人民
服务的心永远火热”

疫情发生以来，长沙市众多退役军
人主动请缨，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抗击疫
情的志愿者队伍中。他们英勇无畏，做
到了退伍不褪色，抗“疫”显本色。

岳麓区梅溪湖街道骑龙社区居民
李开是一名退役军人，疫情一开始，他
就主动申请加入志愿者队伍，始终坚守
在疫情防控一线，深入小区楼栋张贴、
发放防疫知识宣传单，做好疫区返长人
员及车辆的摸排登记，上门入户调查外

来人员,帮隔离人员量体温，用小喇叭向
居民广播宣传疫情知识。

小区居民问李开：“你过年都不休
息，累不累啊？”“每天面对疫区回来的
人，你不害怕被感染吗？”……李开笑着
说：“跟在武汉疫区工作的医护人员比，
这点事算不了什么。作为一名退役军
人，为了广大居民的健康和人身安全，
我有责任有义务要这样做！”

目前，随着返工复工潮的到来，战
“疫”形势严峻，规范管理开放式小区难
度很大。开福区花城社区红商小区原有
27 个出口，一夜之间缩减到 5 个。今年
56 岁的退役军人刘国辉利用自己会开
水车的技能优势，勇当志愿者，深夜加
班加点为小区所有的隔离护栏注水加
固。他说：“不管穿不穿军装，为人民服
务的心永远火热。”据统计，该小区防

“疫”期间共有 158 位退役军人主动助
战，伸出援手。

“尽自己的能力做点有
意义的事”

“无公害蔬菜免费领取，病毒无情
人有情，抗疫战疫大家共同努力。”2 月
12 日，退役军人王紫豪开着面包车，满
载着刚从菜地里摘的蔬菜，从长沙高桥
镇送到长沙县星沙城区，供市民免费领
取。为让大家知晓，他特意做了一块牌
子放旁边，提醒市民可免费领取蔬菜。

今年 25 岁的王紫豪去年 9 月退伍

回到老家高桥镇维汉村，和家人准备今
年在星沙城区开一家快餐店，前期他们
便在老家种了几亩小菜。“现在家里小
菜长得好，也比较多，但是目前店还不
能开业，便有了免费送菜的想法。”王紫
豪告诉记者，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尽能力
给需要的人们送点蔬菜。从 2 月 8 日开
始，他和父母一起将蔬菜摘好并包装
好，每天备有300袋左右，再驱车一小时
从高桥镇送到星沙城区供市民领取。

“不能跟战友们一起战斗是我的遗憾，
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做点有意义的事。”
王紫豪说。

在长沙，还有很多像王紫豪一样的
退役军人，疫情来临，他们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着军人的初心和本色。

1月30日，长沙市按照“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修
缮和重启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救
治中心几天后就投入使用，但信息的及
时有声传播手段还十分欠缺。曾在国防
科技大学服役的自主择业军人、湖南康
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雅浪得知
这一情况后，当即决定为救治中心捐建
应急广播系统。他自己任组长，牵头成立
项目小组，组织查勘现场、拟制方案，经
过两天的奋战，高质量完成了云广播系
统的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和操作培训等
工作，项目顺利交付并投入使用。

在疫情面前，长沙广大退役军人勇
敢逆行，冲在一线，用大无畏的军人本
色照亮了疫情笼罩下的这段灰暗时光。

姐姐：你好!
姐，你去湖北黄冈已经6天了，从

没想过 6 天可以如此漫长。爸妈每次
拿起手机想问问你情况，却又怕打扰
你工作，只能戴着老花镜在手机上不
熟练地查询黄冈的消息。

姐，疫情发生之初，你几乎每天都
提醒我们“戴口罩了吗？”“洗手了吗？”

“消毒了吗？”督促亲友不要聚餐、不要
出门、注意消毒，普及医学知识。后来,疫
情形势越来越严峻，而你越来越奇怪，
吃饭时，从不拿手机上饭桌的你时刻关
注着手机消息；打电话时，你一反常态
躲着家人；看电视时，你总会无意识地
把孩子的动画频道调成新闻频道……

2 月 11 日，还在睡懒觉的我被你
叫醒。“我要去湖北了，快帮忙想想要
带些什么？”看着迷糊的我，你又说了
一句,“今天下午就走！作为党员代表，
我前几天交了申请，刚通过了！”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你这段时间
的心神不宁的原因。陪你匆匆收拾行
李，泪眼中想起你之前的寝食难安，我
想，此刻你是坚强而淡定的。

姐，你还记得那天的送行午餐么？
全家人既为你骄傲，又担心你的安危，
爸妈反反复复叮嘱，姐夫不停地给你
夹菜。你安抚 3 岁的儿子说要出去打
病毒了，要孩子为你加油。我想问你什
么时候能回来，却怕一开口就打破了
最后欢聚的时刻。

那天晚上,我们守着新闻看到了

你们的医疗队整装待发，看到电视里
爱美的你剪去了长发，坚定地对着镜
头说：“采取最安全的措施，打最有保
障的仗！”

侄儿跑到电视机前激动地指着你
说：“是妈妈！妈妈！妈妈去打病毒啦！”
再也忍不住泪水的爸妈转身去了房
间，姐夫红着眼睛对孩子说：“宝贝，妈
妈是大英雄！”

姐，你不知道吧，侄儿现在是家里的
小小监督员呢，监督大家戴口罩、勤洗
手，每天念叨着：“外面有好多病毒，我妈
妈是最厉害的，会把病毒全打死，我们现
在还不能出去玩，出去要戴口罩……”

姐，全家人每天都守着电视新闻，
关注着这场前所未有的攻坚战，看着无
数和你一样舍小家为大家的医务工作
者迎难而上，我既心疼你们不舍昼夜奋
斗在战“疫”一线，又羡慕此时此刻，你
们能在一线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姐，千万要注意身体，保护好自己
才能保护更多的人。我们虽相距千里，
但我们永远与你同在。没有一个冬天
不可逾越，春天终会到来，此刻，我们
共饮洞庭水，待你凯旋归来，我们同赏
满天星！

妹妹 王娇
2020年2月17日

（王娇的姐姐王莎于2月 11日
作为湖南湘雅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
的一员，奔赴黄冈战“疫”一线）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世民

2月17日凌晨5时20分，平江县
第一人民医院护士刘星星简单地洗
漱，吃了两口饼干，5 时 30 分下到病
房，做战斗准备：穿好防护服、鞋套，戴
上口罩、帽子，再照一遍镜子，确保没
有一根头发丝、一块皮肤露在外面。5
时50分进入隔离病房接班。

接班后，她先给患者测体温、量血
压，然后输液，做雾化，发放口服药。患
者的吃喝也是她一天的服务重点。她
说：“成天就是在病房跑来跑去，一环
扣一环，根本没有休息的时候。”

刘星星刚从西藏山南援藏回来，
曾获平江县“最美女性”称号。远征归
来，刘星星身体还没恢复到最佳状态。
但疫情当前，她仍向医院递交了请战
书。“援藏那么辛苦，你先休养一段时
间。”院领导回复她。尽管未获批准，刘
星星一直和在隔离病房工作的同事保
持着联系。她在微信中对姐妹们说：

“我身体好，又是单身，你们缺人，随时
叫我。”

随着疫情的发展，医院人手不够。
2月2日，刘星星如愿以偿被安排到感
染科隔离病房工作。

相比其它科室，感染科隔离病房
的气氛更加凝重、压抑。医护人员都戴
着医用口罩，穿着厚厚防护服，有时同
事之间的交流还得借用手势。随着患
者的逐日增多，任务逐渐加重，刘星星

走路都得小跑。“跑了两圈下来衣服早
就湿透了，护目镜里雾成一片，我们都
无暇顾及。”尽管如此，她还是每天打
起十二分的精神，尽职尽责做好医护
工作。

隔离病房患者的活动范围也仅限
于本人所在的病房，不能出门。有的患
者因为病情不见好转或症状突然加
重，心理恐慌，脾气暴躁。刘星星总是
尽量想办法安抚患者，一有空就陪患
者聊天，或带着患者在病房里转圈，有
的患者转着转着就笑了。

一次，一位患者烟瘾上来，吵着要
抽烟：“出不去，抽根烟难道也犯法？关
着没病都憋出病来了！”看着患者怒气
冲天的样子，刘星星只能陪着笑脸做
工作：“你的病情不允许抽烟，这里的
环境也不允许抽烟，等你好了，我送两
条烟给你好不好？”好说歹说才把工作
做通。

最担心刘星星的，是她妈妈。每次
出门，妈妈总要说一大堆注意安全、劳
逸结合之类的话，出了门还在微信留言
注意事项。每次进门,妈妈总要快速帮刘
星星全方位消毒，一边问这问那。每逢
问起工作上的事情，刘星星总是笑呵呵
地回答，故作轻松好让妈妈放心。

近期有一个疑似感染的姑娘经过
隔离观察，解除了隔离，出院时她写了
一封感谢信，表达对刘星星她们的感
激之情。刘星星对记者说：“能让每一
个患者健康地走出隔离病房，就是我
们最开心的事。”

援藏归来再出征
——记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护士刘星星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刘锐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在株外籍人
士踊跃参战，上演了一个个感人的“外
援”战“疫”故事。

“90后”外籍志愿者一线抗疫

“小伙子很帅，汉语说得也很好，感
谢你的帮忙。”连日来，在株洲市芦淞区
庆云街道建宁新村，一名特殊志愿者引
起人们的关注。他就是26岁的白俄罗斯
小伙Tony。

Tony 来株洲工作两年，是芦淞市
场群一名服装模特。疫情发生后，社区
工作人员每天上门为他量体温，嘘寒问
暖。他深受感动：“株洲人很友好，我也
想为这座城市做点贡献。”

在热心人士闵昆鹏的帮助下，Tony
如愿成为一名志愿者。每天一早，他准
时来到指定小区，穿上红色马甲，手持
传单、扩音器，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向居
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Tony 虽然来中国时间不长，但能

说一口流利普通话，很快就和小区的居
民熟络起来，大家对这位高鼻深眼睛的
外国小伙印象很好。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我们一定能
战胜疫情。”Tony 说，志愿者工作虽然
辛苦，但他收获了快乐。

2万个口罩驰援中国

最近，因为紧急采购了2万个口罩，
希尔成为中车株洲所“明星员工”。

希尔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
在北京、上海、武汉等中国多个城市工
作生活。2016年，他来到中车株洲所，成
为时代新材海外事业部悬挂产品线市
场经理，主要负责中东和非洲市场新客
户的开拓。

获悉疫情发生后口罩急缺，身在阿
联酋的希尔坐不住了。他和朋友跑遍阿
联酋寻找货源，终于买到2万个口罩。希
尔说，他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平时大家
很照顾他，他为自己未能寄回更多的口
罩感到遗憾。

“我在迪拜为中国加油，祝福亲爱

的中国！”希尔特意录了一段视频传给
他的中国朋友，希望疫情尽快过去，自
己能早日回中国上班，游览中国的壮丽
河山。

“巴铁”男友患难见真情

“没有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2
月18日，提到男友迈克，在酒店隔离的
周革兰言语哽咽。

周革兰是株洲市中心医院感染内
科护士，男友迈克是巴基斯坦人，在湖
南工业大学任外教。1 年多前，两人相
恋。

为了过个团圆年，周革兰的母亲年
前从老家娄底来到株洲。疫情突发，周
革兰从 1 月 21 日后便坚守岗位，直到 2
月15日才轮休，按要求到酒店隔离。

母亲患有心脏病，周革兰十分担
心。迈克毫不犹豫地说：“你放心，我完
全可以照顾好老人。”迈克曾就读于中
南大学医学院，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悉心照顾老人。“语言不通，他就打
手势。他经常下厨，为老人改善口味。”

听说口罩紧缺，迈克买来口罩到医
院送给周革兰，这让她十分感动。

2月2日是迈克的生日，周革兰从网
上订了一个蛋糕给迈克。收到蛋糕那一
刻，迈克开心得像一个小孩。

共饮一湖水
同赏满天星

疫情面前不退役
——长沙退役军人抗击疫情掠影

想为这座城市做点贡献
——在株外籍人士同心战“疫”故事

2月17日，阳光照耀下，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德山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项目蓝白相间的病房显得格外醒目。该医院承担
着常德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重任。从1月底开始，常德市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在市第二人民医
院外科楼南面按200个左右床位的标准建设防疫隔离应急病房。目前，项目A区已完成主体施工，有100个床位正式交付。
项目B区也已进入扫尾施工阶段，预计本月22日可交付。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强玉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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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何金
燕 通讯员 谢甜甜）2月17日，省人社
厅发布《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专业技术人才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通知》强调，要把疫情防
控和复工兴产一线作为淬炼人才、检验
人才的重要阵地，支持专技人才投入复
工兴产和疫情防控。

《通知》发布9条“硬核措施”：鼓
励支持广大专技人才立足专业岗位
担当作为；突出对疫情防控专技人才
的选拔表彰；加大相关领域专技人才
的职称评审倾斜；助力企业集聚人才
复工兴产；支持企业和相关领域博士
后科研工作；做好专技人才继续教育
培训工作；统筹专技人才职业资格考
试；完善专技人才特殊保障制度；提
升经办窗口服务水平和效率。

《通知》强调，要大力支持企业引进
急需紧缺产业人才，充分利用远程指
导、网络培训、在线答疑等支持基层复
工兴产和春耕备耕等工作，将广大专技
人才工作的“主战场”前移到企业生产
一线和田间地头。要支持企业和相关领
域博士后科研工作，扶持企业搭建科研
创新平台招收青年科研人才，加强科技
攻关和技术改造。要为疫情防控和复工
兴产一线专技人才撑腰鼓劲，对其在专
业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误解，及时

调查核实，加大容错纠错和澄清保护力
度。要切实改善一线医卫专技人才工作
条件，加强对医卫专技人才人文关怀。

《通知》明确，在国家级和省级人才
项目推荐选择中，对在疫情防控一线发
挥积极作用、做出突出贡献的专技人才
予以倾斜。坚决破除“唯论文”倾向，鼓
励广大专技人才把论文写在本职专业
工作岗位上，所有系列（专业）职称评
审，不得以未公开发表论文对疫情防控
一线专技人才晋升职称实行“一票否
决”，专技人才在疫情防控一线的能力
和业绩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对疫
情防控一线医卫人员职称评聘重点倾
斜，医卫人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表现作
为医德医风考核的重要考量,一线医卫
人员可超职数晋升高级职称，特别突出
的可破格学历资历免试评审。一线年轻
医卫人员参加初中级职称考试，划定省
内合格标准直接聘任。在疫情防控一线
表现突出的自然科学、工程、新闻等其
他行业专技人才，由所在单位或相应系
列(专业)主管部门申请，可在评审职数、
通过率等方面予以放宽，同等条件下优
先晋升。凡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社
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符合条件的可报名
参加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考
试，合格者可直接认定具备初、中级职
称，用人单位可择优聘任。

职称评聘向疫情防控一线医卫人员重点倾斜
湖南出台系列服务专业技术人才举措

2月17日
星期一 晴

不知不觉，来
到长沙市公共卫生
救治中心支援已经
12 天了。在这里，
穿上防护服，稍微
活动就很热，后背
都是汗，但一停下
来又会冷；动作会
变得迟缓，护目镜
让视线不那么清
晰，双层手套会让
触感不那么灵敏，
打针抽血，都要面
临巨大的挑战。穿
久了防护服，会憋
得难受，想喝水的
时候就咽咽口水，
告诉自己坚持、坚
持、再坚持。

在隔离病房，留
取标本是最危险也
是我们做得最多的
一件事；而接触病
人的排泄物，算得
上危险之最了。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给一位2岁的小朋
友灌肠。当时，小朋友躁动不安，不
配合。我儿子生病住院，对于小儿
灌肠，我再熟悉不过了。于是，我自
告奋勇冲在第一个。穿着厚重防护
服的我没想到，面对着一个哭闹不
止的小朋友，灌肠是如此的艰难。
当我好不容易将导管成功插进去，
已是满头大汗；推完药，我以为很
顺利了，结果把管子拔出时，大便
溅到了我的手套和防护服上。这时
候，小朋友终于安静下来了。我用
卫生纸将防护服上的大便擦干，然
后消毒，换掉手套。

小朋友的母亲说：“你真是英
雄。”我笑了笑。我真没想到，我也
成了战争中的英雄。

还记得，我和小敏一起值第一
个夜班。夜里很冷，脚冻得都要麻
木了；口罩和防护面罩勒得脸疼耳
朵疼，活生生撕扯着疼。我们坐立
不安，来回踱步。小敏说，多想呼吸
外面的新鲜空气啊。我没忍住，泪
水一下子就湿了眼眶。

忙起来就没时间想家人，想儿
子。今天，我接到了3岁半儿子的电
话。他奶声奶气地告诉我，隔壁阿
姨家的草莓开花了，问我是不是可
以回去抱抱他了。出发前，儿子问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告诉他隔
壁阿姨家的草莓开花了我就回去。

儿子啊，我不想失信于你，但
我还得坚守在这里。你再去问一
问，隔壁阿姨家的草莓是不是又开
了一些花。

长沙市中医医院静脉配置中
心护士 文欢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陈双）记者今天从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医疗队
获悉，队员抵达湖北武汉江夏大花山方
舱医院后，马上开启了一整套中医疗
法，受到患者的欢迎。

2月10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10名医护人员作为国家中医医疗队
队员，驰援武汉。队员抵达湖北武汉江夏大
花山方舱医院后迅速投入诊治工作，中药
汤剂按时送到患者床头；耳穴压豆调理患
者咳嗽、头痛、失眠；穴位敷贴驱寒祛湿，缓
解颈肩腰腿痛；八段锦疏通经络，调理气
血，强身健体……

在方舱医院，队员们工作很紧张，早
出晚归，每天两班倒，要治疗和照看很多患
者。队员们尽力抽出时间进行中医治疗。耳
穴压豆要根据每个患者的身体状况不同，
辨证取穴，平时在医院给患者治疗一次大
概需要十几分钟；现在，穿着防护服、带着
手套做一次至少需要半个小时以上。

队员涂丽说，尽管很疲倦，浑身汗
水湿透，但看到方舱医院里患者热切的
眼神，再辛苦也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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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武汉方舱医院打出“湖南中医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