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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2 月 17 日我们离湘
到达武汉，转眼过去6天了。这些天
来一直忙着，既无暇记录每天的工
作生活，给自己留一份纪念，也没空
和老婆、孩子聊几句，回复一下家
人、领导和同事的牵挂与问候。

还记得刚到武汉时温馨的一
幕：高铁在武汉临时停车，下车的时
候，车长率乘务员帮我们搬运防护
物资，挥手与我们告别，并真诚地送
上祝福：平安归来！坐在去江汉区的
大巴上，看着窗外清冷的街道，我的
眼睛湿润了。

来到江汉区疾控中心，眼前是
区疾控中心同志们忙碌的身影，了
解到他们当中也有感染的，深深地
为他们没有退缩、没有害怕，仍坚持
在防控一线而感动。区疾控中心的
宋钧书记对我们说：“天下疾控是一
家，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跟我
说。”随后，他安排工作人员为我们
送来吃的、穿的、用的及预防用药，
同时叮嘱我们注意自我防护。看到
他因长时间奋战在一线而憔悴的面
容，心中感慨：多好的疾控人啊！

来武汉后，我们成立了微信工

作群。在群里，队员们互相鼓励，分
享工作经验。群里有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和省疾控中心的领导，他们每
天都在关注我们，关心我们的身体
健康，关注我们的工作进展。他们在
群里不断地为我们点赞加油，晚上
回到住所看到这么多领导的称赞，
仿佛疲劳一下子消失了，浑身又充
满了斗志。队员们每天都在主动请
缨，临时党支部所有成员都带头去
一线。我对江汉区疾控中心的领导
说：“到了这里，我们就是你的兵。这
里就是战场，尽管将工作交给我
们。”华南海鲜市场、武汉市社会福
利院、定点集中隔离点、武汉会展中
心方舱医院……哪里有需要，我们
冲向哪里；哪里有危险，我们的队员
都冲在前头。

怀化市疾控中心的贺翔，来武
汉的第 3 天女儿满周岁。看到视频
里女儿可爱的笑脸，他只能喃喃地
说：“爸爸对不起你。”株洲市渌口区
疾控中心的张永红，也为女儿18岁
生日不能陪在她身边感到内疚，只
能用微信给女儿写一封信。她告诉
我，她是含着眼泪写完这封信的。
湖南疾控系统支援武汉工作队 黄涛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蒋睿
通讯员 余拙 黄亮

2月17日，韶山市万里晴空，阳
光明媚。上午 10 时，在该市银田镇
银田村扶贫产业基地，工人们正在
大棚内忙着为菌棒翻堆，把发霉、发
育不良的菌棒剔除。

“基地 2 月 10 日开工，现在主
要是翻棒，还有摘香菇等工作。疫
情过后，我们的香菇肯定能卖个
好价钱。”银田村产业扶贫基地工
作人员成娟“全副武装”，忙着翻
菌棒。她告诉记者，每天上岗前都
会进行体温测量和消毒，戴口罩
和手套。

“在复工复产前，我们对所有的
员工15天内接触的人群进行摸排。
员工都是本村村民，疫情发生后，都
呆在家里，没有与外界接触。”银田
村村主任、银田村产业扶贫基地总
经理颜昌为说，复工当天就与经销
商取得联系，目前已销售香菇1600
公斤。

立春后，因疫情沉寂了许久的
伟人故里在有序的春耕备耕中复

苏，村民们戴着口罩在田地里、产业
园里忙碌。

在金景丰现代葡萄产业园工
作的李学梅每天 8 时上工，按时按
点上满 8 个小时，这样的“上班族”
生活让她很有成就感。“在家门口
工作，每天能拿到 200 元的工钱，
等 疫 情 结 束 后 买 自 己 喜 欢 的 东
西。”李学梅对疫情结束后的生活
充满憧憬。

金景丰现代葡萄产业园总经
理潘品明介绍，前期复工的 29 人
全部是技术人员，分散在 1190 亩
的葡萄园内，现阶段主要从事葡萄
剪枝和引绑工作。为保证每个员工
生产安全，公司每天都会对员工测
量体温，派专人对办公室、走廊、操
坪、食堂消毒，午餐和晚餐员工错峰
分散用餐。

防疫不忘备春耕。连日来，韶
山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协调，为复
工企业提供口罩、消毒用品等防
疫物资 100 余件，对全市 200 余台
各类农机进行检修、调试和保养，
发放农机科普读本和宣传资料千
余份。

防疫不忘备春耕
——韶山市农村春耕生产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2月21日，清晨6时，天刚蒙蒙亮，长沙
市芙蓉区合平新村社区的“合平哨所”灯火
通明。一位“红马甲”从家里端出一碗热气腾
腾的泡面，回到“哨所”，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合平哨所”其实是一个简易帐篷，
搭在合平安置小区大门口，里面有一张
桌子、几条板凳和一堆登记表。从农历正
月初三开始，这个“哨所”就像钉子一样钉
在那里，主要负责登记进出小区的人员和
车辆、测体温。如今，帐篷里的那堆信息登
记表，已有整整16公斤。

“老罗啊，晚上又没睡？”小区居民李
德衡也起了个大早，趁没人出来锻炼。

“没呢，5点多起的床。”“红马甲”老罗是
一位锁店老板，名叫罗德清。“昨天去了
人多的地方吗？出门戴口罩没？进小区时
没忘测体温吧？”话未落音，罗德清又开
始了“罗氏三问”。“可别怪我啰嗦，这关

系到小区 720 余户家庭、2800 余人的安
危啊。”李德衡和罗德清相视一笑。

1月 27日，队长罗德清和另外 50多
位居民组成“合平先锋”志愿队加入战

“疫”，“合平哨所”仅承载了这支志愿队
的部分功能。

随着疫情发展，孔展和另外 10名队
员组成巡逻小组，每天“三班倒”、24小时
在小区、社区巡逻，劝返走街串户的群
众、提醒其戴口罩；柳超和 11 名队员则
组成代购小组，居民“点单”，他们帮代购
柴米油盐；罗国强和 5 名队员组成消杀
小组，每隔两天，他们都要在楼栋间、楼
梯电梯等小区公共区域来回杀毒灭菌。

罗德清把自己和队员们形容成“五
员”：宣传员、服务员、消毒员、代购员、联
络员。

疫情暴发以来，志愿者红马甲上的那
抹深红，渐渐成为了居民熟悉的“守护色”。

“别看他们不是‘正规军’，但见到他们，咱

心里就踏实。”李德衡说。
这不是“贴金”的话。“在合平新村社

区，工作人员只有 25 个，居民却有 5000
多人，要是没有志愿者分担，根本忙不过
来。”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术不无感慨。

一周前，奋战在一线的社区工作人
员防疫物资紧缺，志愿队发动经营户、居
民送去口罩、消毒液、体温枪等防护物资，
解了燃眉之急；有疫区接触史的隔离人员
状态不稳定，志愿队配合社区心理辅导小
组，为其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正规
军”和“志愿军”通力合作，合平新村社区
无一例确诊或疑似病例。从 50 余人到
200余人，这支“志愿军”不断壮大。

像“合平先锋”这样的防疫志愿者队
伍，目前芙蓉区每个社区至少一支。疫情期
间，90余支志愿队活跃在全区76个社区，
为前线白衣战士、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

“添补给”，为后方群众送温暖，为当下复工
复产提供支援，齐心协力守护“我的城”。

一线战“疫”日记

“到了这里，
我们就是你的兵”

献热血 援抗疫
2月23日上午，长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各组负责人走入长沙血液中心机采科，参与无偿献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长沙市无偿献血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近日，长沙市启动血液库存一级预警。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通知，号召全市各级机关、企事
业单位、部省属驻长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和广大市民通过精准预约的方式，分点、分时踊跃参与无偿献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杨驾财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沈青松 彭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长沙市
120 急救中心承担了长沙市所有确诊
病例的医疗转运任务。1 月 22 日以来，
长沙市 120 急救中心党支部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 72 名干
部职工始终战斗在抗疫第一线。

截至2月20日，长沙市急救中心共安
排紧急出勤251车次、700余人次，转运确
诊患者242例，无一例延误、无人员感染。

救危救急，确保生命绿色
通道安全畅通

转运工作不轻松，长时间穿戴全套
防护器具压得皮肤伤痕累累，由于任务的

紧急性和随时性，时常在凌晨还要出去执
行任务，防护准备时间也紧张，沿途面临
的不确定因素更多，从某种程度来讲，被
感染风险更高。但120急救中心的医生只
有一个信念：“争分夺秒，救病救急。”

长沙市120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科宇第
一个进入定点隔离医院和洗消隔离区，查
勘地形，确定转运、洗消路线。李林医生前
后共转运确诊患者50余例，每次接送患者
时，总是不断安慰患者，给他们加油鼓劲，
上下车时都习惯性伸手护住患者头部，防
止碰到门框，帮患者拿生活用品。

“说不怕是假的，肯定怕。但是我们的
防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到位了。”谈起运送病
人的风险，李林说，“从第一次开始转运，中
心的党员干部带头，我作为一普通群众，深
受鼓舞，跟着他们上，心里有底也更有信
心。多转几趟后，就没那么害怕了。”

疫情发生以来，长沙市 120 急救中

心党支部书记蒋莉带领党支部班子牢牢
地扎在一线。值班休息室柜子角落里，放
着主任曾候霖带过来的枕头和几件换洗
衣物、洗漱用具，他从年前就一直睡在单
位，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

你们守护群众，我们保护你们

前段时间，整个城市路面公交、地铁
等交通几乎都停运，路上没什么车辆，往
来只看到救护车在城市道路上奔跑，他
们成了路上唯一的风景。

10余名退役军人组成的负压车驾驶
员队伍，用双手守护一线转运队友的安
全 。危 险 面 前 ，他 们 的 决 心 都 是 一 致
的——“退役不能褪色。党和军队培养了
我们，现在群众有难，我们不上谁上！”

杨欢欢、张琼两人既是夫妻，又是抗
疫一线的战友。顾不上照顾家中老人小

孩，他们战斗在一线，很多次转运患者、
执行洗消任务、组织车辆消毒等，两口子
都搭档上阵。“我们完成好任务，可以让
更多人能早点团聚、过上正常生活，再苦
再难都值得。”妻子杨欢欢说。

每次任务结束后，车辆内外都要进
行洗消，吴柱自疫情起就一直睡在特勤
值守队。每趟任务，他穿着防护装具，搬
消毒器材、浸泡桶、消毒剂进洗消场，背
着重重的喷雾桶一洗就是三四十分钟，
一套动作下来，里面衣物全部湿透。

老党员敖文志战斗在急救一线30余
载，经历过 2003 年非典、2008 年冰灾，
2019年11月，他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计
划好好陪家人过一个完整的春节。疫情暴
发，他果断取消行程，投入战斗。大年三
十，他把家里的浴帘、喷管等拆掉拖到单
位，帮大家完善清洗场所。他说：“哪怕再
有一分钟退下来，我们也要干好60秒。”

抗“疫”群英谱

24小时备勤，坚守在生命转运线
——长沙市120急救中心抗疫工作纪实

芙蓉区:一社区一志愿队，温暖“我的城”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尹照 吴辉兵

当前正值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也是春耕备耕大忙时节。在株洲市
农村，广大农民一手拿扫把、一手
抡锄头，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搞好农业生产，做到防疫、生产两
不误。

扫除门前“雪”
清洁保安全

农 村 也 是 疫 情 防 控 前 沿 阵
地，群防群控、自防自控是关键。2
月 11 日，株洲市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市农村
组织开展“大宣传、大清洁、大消
毒、大保护、大清查，改变农村陋
习”专项行动。

一场“大扫除”迅速在株洲农
村展开。连日来，荷塘区仙庾岭镇
东 山 村 组 建 一 支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队，不仅对村里公共区域进行消
毒，还发动村民一起搞卫生，清理
陈年垃圾。云龙示范区 443 名农村
保洁人员全部上岗，清理大垃圾
堆放点 24 个，清运农村垃圾 622
吨。炎陵县各乡镇、村实行“全日
制”清扫保洁，每天清理转运垃圾
50 余车。

除了打扫门庭，春季动物防疫
也被列为防控重点。“禽流感、非洲
猪瘟、口蹄疫这一块，我们进行了重
点排查，所有畜禽产品通过严格检
验检疫才能进入市场。”株洲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陈艳娟介绍，该市已累
计对 32881 个养殖场、屠宰场、动

物诊疗机构等重点场所进行清洗
消毒，有效监测从业人员 5.1 万余
人次，未发现可疑症状，未发生动
物疫情。

指导“不见面”
农事“不误时”

“你这个辣椒苗上有蚜虫了，
要抓紧防治。”2 月 13 日，通过微
信视频，攸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
李艳芳发现种植户刘小梅的辣椒
基地出现虫害。放下电话，趁着好
天气，刘小梅钻进辣椒育苗大棚，
抓紧洒药除虫。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
业生产，株洲农业农村部门抽调
专业技术人员成立技术指导组，
通过 APP、微信、QQ 等，为蔬菜田
间培管、病虫害防治、水稻选种育
秧等，随时提供“不见面”的指导
与服务。

在攸县农业农村局指导下，
一个名为“援伟农业”的 APP 平台
上线运营，可提供工厂化育秧、配
方施肥、农机作业等网购预约服
务，目前已接受订单 90 多个，交
易金额达 100 多万元。天元区打
造的湖南叁农社区服务平台，可
实现农产品线上下单、无接触配
送上门。

株洲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市大部分饲料厂、屠宰场、
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已复工，蔬菜种
植、畜禽养殖等维持运转。目前，全
市生猪存栏 142.3 万头，已恢复到
正常水平 65%，蔬菜等主要农产品
价格总体保持稳定。

株洲农村开展专项行动抓防疫、促生产——

扫把锄头一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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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胡琳

2 月 20 日，一辆辆满载萝卜、油菜、
西兰花等应季新鲜蔬菜的货车，从长沙市
望城区内几个蔬菜基地出发，陆续来到区
人民医院、高塘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地，将一份份爱心蔬菜送到946户一线医
护人员家庭。随后又前往比亚迪电子、中
信戴卡、澳优乳业等16家企业，以及长益
常高速等 42个项目工地，为复工复产一
线的工作人员送去餐桌上的温情。

疫情还在持续，医务人员仍然奋战
在抗疫最前线。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就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作出的重
要指示，一场持续两天的温暖“大后方”
活动在雷锋家乡暖心接力。

2月20至21日，民盟长沙市委和望城
区委统战部、区妇联、民盟望城支部联合发
起一场为全区一线医疗工作者及复工复
产企业、项目采摘和捐赠爱心蔬菜的活动，
长沙硕腾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水波农
机专业合作社、潘祥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多
家爱心农业企业积极支持响应，共组织新
鲜蔬菜及蛋类、肉类、鱼类共20吨。

20日早上7时，天下着小雨，水波农
机专业合作社蔬菜基地里呈现出一片生
机盎然的“志愿红”，一批身着红马甲的
志愿者在鲜嫩的蔬菜丛中忙碌着，采摘、
洗净、分拣、包装、装车……大家各司其
职、紧张有序。

这些爱心人士有来自望城区“千金
计划”社会扶贫项目的志愿者，也有当地

的村民和大学生，大家都是听到活动消
息后，自发前来帮忙。“为了将最新鲜的
蔬菜早点送到医护人员手中，我们凌晨5
时就开始忙活了。”水波农机专业合作社
理事刘光辉说。

一上午很快过去，为了节省时间，大
家的午饭就靠一碗泡面解决，三两口赶
紧吃完，还得忙着将打包好的蔬菜送往
各个地点。而得知活动需要组织车辆运
送物资的望城区商贸物流协会会长王
巨，不仅提前协调准备好了足够的车辆，
还自告奋勇当起了司机。

一颗小青菜，传递的是真情和信心。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医务工作者
不是单枪匹马，而是社会各界都在一起
战斗，这让我很感动。”收到蔬菜，望城区
人民医院一线医护人员邓娟表示，将更
有信心和力量去与这场疫情作斗争，坚
决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青青园中蔬 情暖“大后方”

湖南日报2月23日
讯（记者 陈鸿飞 王梅
通讯员 王启生 李坚）

“今天，酒店拿到了消费
单位拖欠的欠款，缓解
了资金周转压力。”2 月
22 日，衡阳市一家大型
酒店负责人携着大红锦
旗来到湖南天戈律师事
务所，感谢该所为酒店
提供的免费公共法律服
务。

2 月 10 日，湖南天
戈律师事务所主任蔡熙
中律师接到衡阳这家大
型酒店负责人电话，受疫
情影响，酒店面临较大的
经营和资金压力，急需相
关消费单位支付欠款以
解困局。蔡熙中律师情法
并重，积极协调，帮酒店
渡过难关。

衡阳市司法局负责人
说，针对疫情发生后，餐
饮、住宿、文旅等诸多企
业提出的劳动用工、合同
履行等问题，司法局推出
免费法律咨询、办理公
证、帮助法律体检的“三
个 免 费 ”服 务 。依 托
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
线和如法网，搭建法律援

助、律师、企业三方线上沟通平台，
安排专人解答、受理、预审，及时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指导。

衡州公证处还在衡阳市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设立专门窗口，对中小
微企业提供贷款、抵押等免收公证
服务费。衡阳特变电工等龙头企业
产品出口需要办理大量公证手续，
公证处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办。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健林 任泽旺

谢文彬

2月23日，阳光洒进
江永县松柏瑶族乡西乐
尾村果园，给枝头上的
砂糖橘镀上一层金色。

这天上午，该县参
加电商战“疫”心连心砂
糖橘助销专项行动的 10
多家电商，来到果园直
播推销，县政府主要负
责人在镜头前，为果农
代言：“我们的砂糖橘清
甜脆嫩又多汁……希望
各位企业主和朋友前来
采购、助销，谢谢大家!”

直播很快见效，消
费者纷纷下单。永州市
一家企业当即购买 1 万
多公斤砂糖橘。此前，曾
为20多亩砂糖橘销售发
愁的村民何应平，售出
4000 多公斤砂糖橘后，
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天，网络直播还
在该县兰溪瑶族乡新桥
村等地进行，有 70 万粉
丝的网络主播李晓玉，
一边用数显糖度仪测量

新桥村砂糖橘的含糖量，一边推
销：“16.9 元 2.5 公斤，还包邮。”一
个多小时，销售 5000 多公斤。

据悉，该县参加助销专项行动
的电商达 100 多家。县里还积极开
展“消费扶贫”。到目前，全县销售
砂糖橘 120 多万公斤，实现销售收
入3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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