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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卫生健康委，有一支物资
装备保障部队，他们每天和口罩、防护服
等医用防护物品打交道，不仅要想尽千
方百计筹集物资，还要科学合理分配，精
打细算，是前方战士的后方“大管家”。

截至 2 月 29 日，湖南省卫健委物资
小组共筹集物资650批次，为14个市州、
27个省部属医疗机构发放物资约2.7万
批 次 ；累 计 向 湖 北 筹 措 医 用 防 护 服
15600 套、口罩近 10 万个、护目镜 1600
个，ECMO 等医疗设备 56 台，总价值近
2000 万元。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刻，在病
毒最肆虐的地方，物资小组千方百计给
抗疫天使最好的守护、最有力的保障。

千方百计筹物资，倾尽全力
保供应

“平常时期，医院口罩、防护服等医用
防护物品几无囤货量，疫情前期又无防护
服生产企业，防护物资严重依赖省外购
置。疫情暴发后，各省市实施交通临时防
疫管制，我省重点医用防护物资（如N95

口罩、医用防护服）十分紧缺。”湖南省卫
生健康委物资小组负责人蔡东华感慨。

未雨绸缪。凭借多年的职业敏感，该
小组赶在春节前，在湖南省财政厅的大
力支持下，先行采购了人工肺ECMO、消
毒机、无创呼吸机、N95 口罩、医用防护
服等多种医用物资，极大缓解了初期物
资紧缺的燃眉之急，稳定了前线军心。

小组成员一方面发动身边所有亲朋
好友，链接各国生产力，开启“全球购”模
式；另一方面，积极发挥一些医药公司专
业渠道优势，积极联系省内外医疗防护
用品厂家和供应商，筹集应急物资。新婚
不久的朱翊放弃休假，主动请缨负责对
接各筹集渠道，她每天守在电话机旁，详
细记录、耐心解释，不落下一丝线索。

在全国医用防护物资全线告急之
时，他们连夜赶赴河南新乡，获得了宝贵
的几百套防护服；他们用“迂回战术”，走
高速、换国道、绕乡路，从外省运回1000
余套医用防护服和4万余件工业防护服
等物资。

为更快拿到防护物资，他们不是在
海关等候，就是在工厂值守、在机场待
命。小组成员陈遥负责验收、拖运货物，

因为物资到达时间不确定，需要长期值
守。他说：“因为这次疫情，长沙什么时候
的天空我都见过了。”

科学合理分需求，专业指导
防感染

四面八方筹集而来的防护物资，物
资小组没场地、没设备、没充足人手，怎
么办？

他们急中生智，因地制宜，以最快速
度整理了省卫生健康委信访室，成立了
仓管小组，建立了规范的物资管理流程。
这项工作，需时刻保持与外界联络，人手
少，对接面广，工作无法轮班。小组成员
梁导缘守到凌晨，小组成员尹胜利吃睡
在仓库，成了常态。

要科学合理分配需求，物资小组不
仅要掌握各地患者数据和动态，还要实
时跟踪各定点救治医院紧缺物资消耗
量、库存数，根据仓储和需求情况，紧急
调配调拨物资。负责物资管理的王灿刚
刚当了爸爸，白天要协调各个仓库仓储、
实时更新数据，夜晚还要清算账目、统计
物资、分配需求；有时遇到急事，还要帮

助搬运工作，根本顾不上家。小组成员牟
诺波和吉超男都是二孩家庭，工作时间
太长，无法照顾孩子，都把孩子送回父母
家。

疫情暴发以来，湖南省共收到7个国
家近 100 个种类的防护物资。单口罩就
有民用口罩、医用口罩、医用一次性外科
口罩、医用防护口罩、KN95等多种标准
和分类，再加上各国语言不一、标准不
一，如何指导各地科学合理使用？

“越是物资紧缺，越要注意安全使
用。”这是小组成员谢爱清常说的一句
话。为科学指导各医院使用防护用品，物
资小组起草了医用防护服分级分区使用
管理等文件，成立了专家评估小组。湘雅
医院的任南教授、湖南省肿瘤医院的许
湘华教授，线上专业服务湖南 100 多家
定点医院。

为尽可能减少浪费，把好钢用在刀
刃上，物资小组起草下发相关文件，要求
减少非必须的视察指导，严格防护服和
N95 口罩使用范围，尽可能节约防护资
源；建立紧缺物资日报表制度，每天通过
盘点各医院、各市州日消耗，指导医院节
约使用防护物资。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唐
曦 成俊峰 刘跃兵 鲁融冰 张佳
伟）“宋英杰是抗疫一线的杰出代
表，是当代青年的榜样，他用生命
书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青春赞歌，他
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湖南日报3
月 1 日刊发长篇通讯《青春之光永
不灭》，报道衡山县90后药师宋英
杰坚守抗疫一线、连续作战、忘我
工作，直至献出生命的感人事迹，
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大家表示，
将传承他的精神，接续他的事业，
坚守岗位，同心抗疫，早日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看到报道，仿佛又回到与他
一同在卫生院工作的日子。他就是
一个‘热心肠’，谁有事都会帮一
把。他不嫌苦不怕累，事事干在前
面。”衡山县疾控中心医师、曾与宋
英杰在马迹卫生院共事的张锡丽
谈起宋英杰，数度哽咽。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
的工作。关键时刻，他不惜代价，忘
我工作，乃至付出生命，让青春焕
发出耀眼的光彩！”共青团衡山县
委副书记李雁说，宋英杰用28岁的
短暂人生，彰显了当代青年人的责
任担当。

“宋英杰的事迹在全市卫健委
系统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像
宋英杰一样敢于担当，奋力抗疫，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衡阳市卫健
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邓玉生说，
宋英杰的“青春之光”如一道闪电，
照亮了抗疫之路，彰显了医务人员
敢打敢拼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
玉门关。宋英杰把短暂的一生献给
了医疗事业，以青春之力保护了千
家万户的安宁。”衡阳市首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衡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副主任刘军说，虽然他
们在不同战场抗疫，但同为医务人
员，那颗医者仁心都是一样火热。

“读完报道，不禁感动落泪。宋
英杰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面对

急难险重任务冲锋在前，他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衡阳师范学院文
学院 2017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戚怀月说，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
员，她一定以宋英杰为榜样，为国
家发展、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邵阳学院医学院学生罗能任
说：“90后宋英杰是我们00后学习
的楷模，他用最美好的青春担起了
时代的责任。作为新时代的大学
生，我正站在抉择路口，宋英杰给
了我人生选择的方向。”罗能任告
诉记者，疫情发生后，他在家乡娄
底报名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一直在
坚守。

邵阳县黄亭市镇卫生院 90 后
护士刘婷媚说：“看完《湖南日报》
的报道，宋英杰不畏困难、不计得
失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一定向
他好好学习。”她表示，将义无反顾
投入到下一步抗疫中，千方百计保
护群众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宣传科
科长吴秀英看了报道后说，宋英杰
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是医者仁心
的真实写照。作为同行，一定牢记
职责使命，在战“疫”中展现医务工
作者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风采。

祁阳县妇幼保健院妇科主管
护师桂阳婷说：“读了宋英杰的报
道，我瞬间泪流。我完全理解宋英
杰这名90后不忘初心、无私奉献的
价值追求。同样作为入党积极分
子，我要像他一样，以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到病人最需要我们
的地方去。”

双牌县融媒体中心 26 岁的工
作人员毛明明说，没有信仰的人生
就没有灵魂。宋英杰是入党积极分
子，他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心中的信
仰。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的90后，
应该像他一样坚定信仰，始终把国
家和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不怕吃苦、勇敢向前，担负起新
时代赋予青年一代的重任。

前方奋战急 后方保障忙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物资小组全力保供应的故事

让青春焕发耀眼光彩
湖南日报报道宋英杰同志先进事迹引起

社会强烈反响

04 2020年3月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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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晨莹 辜鹏博

一个瘦弱身影，拖着两袋比人大
许多的医疗垃圾努力前行。这两天，一
张照片在湖南援助黄冈医疗队的微信
群中传开了。

照片中的主人公是邵阳市中心医
院护士田倩。起初，田倩不愿意接受记
者面对面的采访。她说：“我在ICU 工
作，不想给你们带来危险。”在记者告
诉她已做好防护、强烈要求面对面采
访后，她才应允。

谈到照片背后的故事，田倩一扫
脸上的忧虑，热情地为记者“科普”：

“新冠肺炎患者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医
疗垃圾都属于感染性垃圾，为了降低
病毒活性及杀灭病毒，必须先喷洒稀
释后的84消毒液，然后把垃圾袋捆扎
起来，密封袋口，再套上双层黄色垃圾
袋，拖到处置室集中处理，避免造成二
次污染。”这是她到黄冈之后学会的，
处理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本不是护士

的分内之事，但现在是特殊时期，只要
对抗疫有利，再苦再累的活她和同事
们都照单全收。

1994年出生的田倩不过26岁，在
最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她的表现像久
经沙场的老兵。查看患者的气道是否
通畅，生命体征是否平稳；为他们吸
痰，清除气道分泌物；在患者清醒时和
他们聊天，排解不良情绪。还有卫生消
毒、标本统计、执行医嘱……工作繁
杂，田倩从容应对，忙中有序。

援助黄冈的日子比平日里忙得
多，田倩上了数不清的晚班和夜班。她
说：“熬夜不算什么。只是看到患者因
为病痛皱起的眉头，听到他们艰难的
呼吸，我心里很沉重。”

重症监护室里，有一位“24 床爷
爷”。

“我亲眼看着24床爷爷从神志模
糊到浅昏迷，从能回答问题到无法说
话，从正常饮食到吃了两口粥就无法
继续。”田倩清楚地记得，2月20日接

班时，医生告诉她，如果 24 床爷爷还
吃不下东西，就得插胃管鼻饲喂养。胃
管从鼻腔一直插到胃内，至少深达
55cm。田倩不想让老人家遭受这种痛
苦，便每隔 10 分钟去轻轻拍拍 24 床
爷爷，对他说一些鼓励的话。

慢慢地，24 床爷爷点了点头。田
倩给老人喂了点水，看到老人吞咽
良好、没有呛咳，便放下心来给他喂
煮透的面条。吃了两口，爷爷张开嘴
示意“还要吃”，田倩开心得流下眼
泪。

现在，田倩已经来黄冈一个月了。
2 月 28 日，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
话：“没有车辆来往，没有行人走动，只
有平静的湖面。看看窗外，我好像又有
了动力，一定要坚守到最后，用我们的
努力让这座城市恢复生机，让患者能
够与家人团圆。”

这也是所有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
队员的心愿。

（湖南日报黄冈3月1日电）

援黄冈 有“湘军”
医疗“湘军”奋战湖北—— “用我们的努力

让这座城市恢复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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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了几天，本想睡个懒觉。
但科里有一些重症患者，还有几个
危重症患者。牵挂这些事，早早地
醒了。6点钟的武汉，天还没有完全
亮，风里带着一阵寒意，搭上车，赶
往我们的战场——金银潭医院。

在医师办公室里仔细查阅所
有患者的检查报告，再带领医疗团
队穿上防护服，开始一个个巡查患
者。好消息是，几个危重症患者病
情基本稳定，特别是 2 名从死亡线
上抢救回来的老龄患者，从开始的
呼吸衰竭、气管插管上有创呼吸
机，到拔除气管插管、上无创呼吸
机，再到现在普通氧疗，目前病情
趋于稳定。其他重症患者也没有出
现新的变化，在逐步好转。

今天有 4 位患者治愈出院，我
们向他们交待出院后的注意事项。
治疗了近20天终于出院了，患者激
动的心情不言而喻，对我们伸出大
拇指：“辛苦你们了，湖南医疗队真
棒！”其中3个同住一个病房的患者
提议，和我们一起举行一个出院仪

式，要我们医护团队和他们列队合
影，接受他们的敬意。

其实，我们早被那句“你们辛
苦了”感动了。每一位患者的康复，
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和最好的回
报，也是我们最强劲的动力和最大
的欣慰。但我们工作在特殊的环境
中，还有很多重症患者等着我们去
救治，没办法脱掉厚重的防护服，
去举行和参加这个可能会令我们
回忆一辈子的出院仪式。我们只能
深深地向他们鞠一躬，感谢他们的
理解、支持。

一天的工作结束，回酒店的路
上，看着车窗外闪过的高楼大厦和穿
城而过的滚滚长江，夕阳下的武汉美
丽而宁静。疫情暴发后的主动请缨、
亲朋好友的相送、各级领导的关怀，
还有住处与居民窗户上的贴字互动、
马路边警察标准的敬礼、小车窗户里
伸出的胜利手势……一幕一幕在脑
海中闪过，心里涌动着一阵阵暖流。

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
队、南华大学附属长沙市中心医院
主任医师 龙勇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一线战“疫”日记

一个没能完成的出院仪式

湖南日报3月1日讯（通
讯员 赵丽萍 沙丽娜 记者
段涵敏）“湘鄂人民同江同湖，
同舟共济。在此，我们郑重请
愿：疫情不除，我们不退！我们
自愿要求继续坚守在武汉战
疫一线，直至夺取新冠肺炎抗
击战全面的最后的胜利！”3
月1日上午，在奋战近一个月
之际，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分队队员
立下决心书，包括副院长徐军
美在内的42名队员在上面签
名并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据了解，这支紧急医学救
援队于 2 月 3 日晚接到召令，
次日清晨，42 名队员随着 10
台“野战医院”车出征武汉，成
为第一支到达武汉的国家紧
急医学救援队，负责住院方舱
医院内的249张床位。

作为武汉洪山体育馆方
舱医院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徐
军美以“公勇勤慎、诚爱谦廉、
求真求确、必邃必专”16 字

“湘雅精神”为指导，形成了医
疗质量长效管理机制。如今

“方舱医院湘雅模式”成为样
板，培训其他医院医疗队员及
工作人员800余人次。这支队
伍注重人文关怀，“治病”更

“治心”，在全国抗疫一线首先
推出《走进方舱》和《走出方
舱》针对患者和医护人员的系
列心理辅导手册，在舱内开设

“心灵氧吧”，举行“方舱我是歌手”“我想对
你说”等活动，缓解医患的焦虑恐慌心理，
让“方舱”成为患者温暖的心灵港湾。

从2月6日收治患者至2月29日，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队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分队
围绕“医护人员零感染”“轻症患者零死亡”

“出院患者零回头”的“三个零”目标，共收
治确诊新冠肺炎轻症患者411人，转出重症
患者 68 名，治愈出院患者 217 名，治愈率
52.3%，居各方舱医院医疗队之首。

医疗“湘军”
奋战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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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
心上班的第4天，和上一批湖南支援
黄冈医疗队的护士一起，紧张而有序
地开展病房的各项护理工作。上一批
队员们已在这里工作了1个月，经验
丰富。虽然相处才短短几天，我们还
来不及深入了解对方，但大家在工作
中相互帮助，在生活中彼此关心，犹
如亲姐妹一样。

我在隔离病房里负责患者的
护理，由于带着面屏和口罩，大家
说话声音本来就小，加上和半污染
区隔着玻璃，里外队员们的沟通不
是那么便利。

于是，每过一阵，在半污染区
的队友们，就会隔着玻璃用纸条或
者手语问我：“你还能坚持吗？”“你
还OK吗？”“换我来吧。”

我也会利用空闲时间用纸条

回复她们：“我能。”“我可以。”“没
关系。”

这样温馨的画面，经常在我们的
病房里上演。穿隔离服时，队友们会
相互仔细检查，生怕哪里太松防护不
严，或者太紧引起不适。快下班时，护
士姐妹们会反复叮嘱，一定要吃好、
休息好，缺什么就讲；记得带些营养
品和预防的中药回去。下班后，大家
还会相互做头肩部按摩，以缓解一天
工作的疲劳。队员们相处的这些点点
滴滴，让我们身在异乡也感觉到了家
庭般的温暖。

没有经历过军旅生活的我，以
前并不理解部队战友情谊到底有
多深。到了黄冈之后，队员们惺惺
相惜，让我切身体会到弥足珍贵的
战友情。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湖
南省胸科医院 冯源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
案》、《湖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规定》(省政府令第 273号)、《湖南省财
政厅、湖南省地方税务局、湖南省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转发〈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
综〔2016〕46 号）,现将 2020 年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核定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对象：中央驻长机关、团体、事
业单位，与省财政有经常性经费领拨
关系的用人单位及自收自支的省属事
业单位

二、时间：2020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

年审办理时间增加1个月）
三、地点：湖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省中心”，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纬二路 89 号省残疾人
联合会院内西侧二楼）

四、要求：
1.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3月1日

至 4 月 30 日期间，用人单位需提前 1
个工作日，与省中心电话预约年审办
理时间。

2.请相关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安
排无感冒症状的工作人员，持已安排
就业残疾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1至 8级）原件、湖南省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情况核定申报表及相关资料

（审核认定须提交的材料明细及申报

表下载地址：www.hn408.org），到省
中心申报办理核定手续，未在规定时
间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全
额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3.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税务部门
负责征收。用人单位向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一般按月缴纳，安排有残
疾人的，须同时提供由省中心出具的
审核认定书。

五、法律责任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保障金

的，依法予以警告，责令限期缴纳；逾
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自
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

联系电话：0731-84619584
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2020年2月26日

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办理2020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核定的通告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陈勇 通
讯员 邓文艳）记着今天从省民政厅了解
到，近日，省民政厅组建了一支由34人组成
的养老服务队，紧急驰援武汉市洪山区社
会福利院。

得知省民政厅要动员组建养老服务援
鄂先锋队，我省各级民政部门积极响应，干
部员工争相报名。通过自愿请战、组织审
核、健康检查、防控培训等程序，共挑选了
34 名优秀干部职工，主要包括医生护士和
养老护理员。养老服务队由省民政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蒋建华带队，他们将对口支援
武汉市洪山区社会福利院30天。

据悉，这支队伍抵达武汉后，按照民
政部援鄂工作组统一安排，积极服从当地
党委政府指挥调度，及时与武汉市洪山区
社会福利院沟通衔接，指导该院加强防护
培训，强化防控措施，实行分区管理，并逐
步接管部分老人照料服务。

湖南组建养老服务队
驰援武汉

隔着玻璃，
队友们用纸条或手语传递关切

湘情湘味
送一线
3月 1日，湖北省

黄冈市，志愿者将湖南
送来的蔬菜卸货。当
天，湘菜产业促进会联
系捐赠的30吨物资送
到湖南支援黄冈医疗
队驻地。除了时令蔬
菜，还有成箱的白辣椒
炒肉、扣肉和外婆菜
等，都是地道的“湖南
风味”。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