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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党
员干部冲锋在前做表率，就是基层最坚定
的声音。在常德市武陵区芙蓉街道，一个
个坚强的基层堡垒，一名名光辉的党员，
为阻隔疫情筑起“一道墙”，为经济发展打
开“一扇窗”。

冲锋在前染就“奋战红”

在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对地方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越
是关键时刻，越是危难关头，党员干部
越要冲锋在前，包社区（村）、包厂区、包
人员密集场所，筑牢基层抗疫防线。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为了筑
牢基层防线，芙蓉街道党工委明确1名
班子成员带领5名干部下沉网格支部，
到小区、村组一线防疫，充实社区队伍，
让战斗更有力量。芙蓉街道落路口社
区是街道唯一一个社区党委，这支队伍
平均年龄 34岁，最小的只有 24岁。这
个社区有 8200 多人，被划分为 6 个网
格，有9个建筑工地。该社区原党委书
记刚被提拔任用，疫情发生时，社区书
记一职空缺。然而社区辖区出现一个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曾任社区主任的
42 岁干部杨军便临危受命，从芙蓉社

区党总支书记调任落路口社区党委书
记。一到任，杨军便对小区实行封闭式
管理，并逐户摸排，不漏一人。摸排、代
购、跑腿……这个青年党组织以严格的
纪律、务实的作风、温情的态度一心扑
在落路口的大街小巷，守住防线，服务
群众。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新河社
区68岁的退休老党员吴畏，从大年初三
开始，每天一大早就在小区值守点值守，
给每一位业主宣传防护知识、测量体温，
劝返走亲访友居民。“身为一名老党员，
我退职不能褪色，抗疫必须往前站！”疫
情面前，吴畏真无畏。芙蓉街道华南党
支部党员龙丽娟曾在1月中下旬与武汉
返常亲友有过接触，她和家人自觉居家
隔离。1月29日，她主动通过微信缴纳
100元党费：“希望能为疫情防控尽绵薄
之力，我也自觉隔离，绝不给组织添麻
烦，不给百姓添风险。”

疫情面前，芙蓉街道的党员干部就
是“扫雷仪”“扬声器”和“保护网”，处处

冲锋在前，为辖区百姓铸就坚固的红色
盾牌。

服务企业乐当“指南针”

2 月 28 日，芙蓉街道大厅一早排
起办理复工证明的长队。“您好！体检
报告请给我看一下！”工作人员徐征红
不厌其烦，手上却一刻没停下，迅速接
过文件审核、复印、盖章、装订，一气呵
成，为复工复产人员办理复工证明。

芙蓉街道一手抓好疫情防控拔除
“病根子”，一手抓好经济发展保住“命
根子”，全力为企业纾解困难，确保企业
复工复产“疫”应俱全——

防控体系全方位。芙蓉街道坚持
党建引领，将责任细化到人、到点、到区
域，确保不漏管、不漏控，形成严密的

“三级防控体系”。建立以街道党工委
书记张杰为组长的企业复工复产“统一
指挥体系”；根据企业大小、人数和行业
性质，分区实施防控措施，建立“党员联
络体系”；建立街道领导班子联点社区，

社区书记联点企业的“领导联点体系”，
对华南光电、中建五局、瑞华制造等一
批企业重点指导，把服务更加精准高效
地落到实处。

安全保障全覆盖。芙蓉街道发挥驻
企业防疫联络员作用，对企业定期排查、
定期消毒、分时用餐；37名无职党员在各
小区24小时轮流值守；民兵巡逻队伍、社
区娘子军每天分组巡查小区和经营门
店；组织、纪工委成立的联合督查组对流
入人口摸排情况每日督查，确保需隔离
人员零漏洞，为企业安全复工提供坚实
的纪律保障。

服务措施全过程。芙蓉街道为企
业复工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符合
条件的企业如期复工；开辟“服务通
道”，党员干部、联络员耐心指导企业制
订疫情防护工作方案，建立健全员工健
康档案，主动提供口罩、消毒液等物资
保障，做好厂区员工聚集场所及车间消
杀；开辟“政策通道”，芙蓉街道详细摸
排企业的困难、需求，做好线上线下全

方位服务，着力为企业纾解困难。截至
2月29日，辖区内企业和在建工地复工
复产共计47 家。

“两新”党组织一线建功

在此次抗疫一线，芙蓉街道父子并
肩带领“两新”组织党组织战“疫”故事
格外令人敬佩。

在此次疫情中，感染新冠肺炎的尿
毒症患者病情尤为复杂，专业护士紧
缺，武汉请求白求恩血液透析医疗队支
援。该医疗队从全国自愿报名的4000
多名护士中，选出第一批40名护士，常
德惠民医院就有 6位护士。这 40人组
成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自发加入白求恩
血液透析医疗队，于 2 月 22 日奔赴武
汉救治感染新冠肺炎的尿毒症患者。

“一线更需要专业护士，希望他们能给
武汉感染新冠肺炎的尿毒症患者带去
希望！”曾两度换肾的尿毒症患者常德
惠民医院院长周小华感同身受。

父亲周小华是一名老党员，奋力支
援武汉一线抗疫，儿子周峰也与他并肩
战斗，周峰是湖南琉深投资集团总经
理，也是一名党员。为了战“疫”，周峰
带领湖南琉深投资集团党支部向基层
35家单位累计捐款捐物近50万元。作
为一家医疗企业，周峰动用各种人脉和
资源，千方百计调集 106 万元防疫物
资。2 月 6 日，第一批医用酒精采购到
位却没有司机，为了尽快将物资送到一
线，周峰既当驾驶员，又当搬运工。当
受赠单位感谢他的义举时，他却谦虚地
说：“与一线的医护人员相比，这不算什
么。我只是力所能及地贡献琉深人的
智慧和力量。”

在芙蓉街道，辖区 10 个两新组织
党组织结合自身特点和资源优势，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奋战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第一线。

新开寒露丛，远比水间红。面对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艰巨任
务，芙蓉街道扛得起责任，经得起考验，
定会迎来芙蓉花开秀色溢的绚丽。

党旗猎猎映芙蓉
——常德市武陵区芙蓉街道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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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马娟）3月2日，邵阳市84岁高龄的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陈某，经邵阳市中心
医院对症治疗后，3次核酸检测阴性，达到
出院标准。现医院对他的肺结核、营养不
良等基础性疾病进行康复治疗。目前，该
市已累计治愈100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23名。
目前，邵阳市累计确诊病例 102

例。“自疫情发生以来，市委、市政府
科学谋划，广大医护人员攻坚克难，在
确诊病例多、高龄高危患者多的情况
下，邵阳市完成了全省 10%的总救治
任务、16.7%的重症救治任务。”邵阳

市卫健委负责人介绍。
邵阳市严格按照“四个集中”救治原

则，组建 6000 名医护人员的战“疫”队
伍。多名省级专家驻守定点救治医院，与
51名市、县专家合力攻坚；同时,推行“一名
患者、一名领导、一支队伍、一个方案”，医
护人员24小时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实时

优化救治方案，每位患者得到高水平的诊
疗和护理服务。

据悉，在我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之前，该市已采购高流
量给氧设备、ECMO设备、有创呼吸机、
无创呼吸机等救治设备，为救治工作打
下基础。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徐德荣
唐曦）3月2日下午，衡阳市又有两例新
冠肺炎患者走出隔离病区，从南华大学
附属南华医院出院。至此，衡阳市48例
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并实现了目前
确诊病例“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
的目标。这是该市科学防控、精准施治
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衡阳市委、
市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生
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领导坚强有力，措施

有的放矢。在坚决控、全面防、全力救、
精准治 4 个方面，摸索出疫情防控与救
治的“衡阳做法”。

及时收治，精准施治。突出 5 个精
准，即，集中优势资源精准发力，实行
分级诊疗精准服务，优化救治方案精
准施治，合理调配物资精准保障，暖心
医务人员精准关爱。该市第一时间确
定并公布 11 家定点医疗机构名单，组
建了 41 名多学科的一流专家团队，统
筹调配 187 名医护人员，确保病患者

得到及时收治。
规范有序，创新发力。衡阳市严

格按照国家诊疗方案要求，对确诊病
例落实“3322”的救治措施：开展 3 个
管理，分区管理、多学科管理和中医特
色管理；3 个治疗，加强支持治疗、营
养治疗和呼吸治疗；2 个规范,规范抗
生素和激素的使用；2 个护理：危重症
护理和心理护理。同时，充分发挥中
医药特色优势，在全省首创派出中医
专家直接进入隔离病区，全程参与患

者救治，中医中药早期介入和参与救治
率达100%。

科学防控，织密网络。1 月 16 日以
来，衡阳市多次组织对全市所有医务人
员，尤其是基层医务人员（乡村医生）进
行新冠肺炎诊疗、防控方案、感染防控等
业务专题培训，提高基层“早发现”“严密
控”能力，并对有症状人员，分门别类、按
方抓药。盯牢重点部位、重点人群、重点
场所，看牢村和社区等基层网格单元，织
密织牢监测、排查网络。

陈惠芳

3 月 2 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
号推送《同学，你认真学习的样子
真好看》，说的是防疫期间一群孩
子想方设法上网课的故事。这些
故事跟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场面
一样让人心涌暖流。多么好学的
孩子，多么坚忍的孩子！

说起古人读书，孙敬头悬梁、
苏秦锥刺股、匡衡凿壁偷光、车胤
囊萤夜读，耳熟能详。而今，我们
的孩子留下了续篇，成为抗疫史诗
不可或缺的章节。

不像患者像战士。在武汉方
舱医院，患病的湖北大三学生、高
三学生一边治疗，一边学习，坚定
不移地向考研、考大学的目标冲
刺。

男孩女孩当自强。在西藏昌
都，信号不稳，女孩子就坐在自家
后面的雪山顶上上网课。在河南
南阳，男孩子搬个小板凳，在家里
平房的楼顶上，蹭邻居家的网。

可怜天下父母心。在湖北长
阳，母亲在信号好的村口开阔地，
用塑料薄膜和竹条搭个简易帐篷，
供女儿上网课。在河南洛宁，女儿
在村委会大院楼道里蹭网，披着夹
袄抄着手、坐在小板凳上的父亲，
在昏暗的灯光里，静静地守着她。
在四川广元，为了一点点信号，女
儿坐在悬崖边上网课，母亲天天步
行几公里给她送饭。

没 有最大的感动，只有更大的
感动。苦难中的孩子，更懂得发愤
图强，更懂得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
命运。这样的孩子，必定是有出息
的孩子，也必定是会感恩的孩子。

灾难考验一个国家的团结，考
验一个民族的韧性，也在考验一批
孩子的信念。一场疫情，某种程度
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与工作，让一
些正常运转的东西暂时停摆了。停
课不停学。克服困难、坚持上网课
的孩子，就是当代版的孙敬、苏秦、
匡衡、车胤，正如黑暗中不熄的火
苗，闪耀着光明的未来。

通讯员 周旭辉 徐珊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疫情导致开学日期一推再推，
窝在家中的一些孩子已经失控。不
仅天天晚睡晚起，生活懒散，学习不
搞，一玩起手机平板来就活力四射，
而且父母都不能唠叨，多说了几句
他们就发脾气，不理人。一些父母
担心：“这样下去怎么办呀？”

超长假期，如何让孩子收心？3
月2日，湖南省脑科医院酒瘾网瘾科
主任医师周旭辉博士给家长提了 4
条建议，分四步走。

第一步，好好讲。
父母可以选择在一个相对安

静、不容易被打扰的空间，如孩子的
书房或卧室，且孩子的精神状况好、
情绪稳定的情况下谈话。首先客观
地描述这段时间孩子的变化，最好
用数据说话。比如说：“小明，这段
时间，你每天都是上午10 点以后才
起床，晚上12点以后才睡觉。”其次，
描述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小明，
如果开学了，还按照目前的生活节
奏是无法跟上学校节奏的。所以，
我们很担心你。”最后，提出要求。
比如说：“我们给你一周的时间，希
望你能按照开学的节奏，调整好作
息时间。”

父母与孩子沟通时务必情绪稳
定，态度温和，语气坚定，将所担心
的事情描述给孩子听，重在发挥他
们的积极性，解决问题。

第二步，放放手。
中国家庭教育最普遍的现象是

父母管得太多。本来读书、吃饭是
孩子自己的事情，但事事都管，就变
成了“为妈妈读书”“为爸爸起床”。
孩子想：反正事事有人替我想着，自
己就不必劳神，更不必费心去安排、

去计划了。所以，父母要学会放放
手，把按时起床、认真学习这些属于
孩子的事情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
有些家长会担心，反复催促都不管
用，孩子单独去做肯定会砸锅。其
实，要知道孩子也会因为砸锅受到
警告，如不按时起床迟到会受到老
师的批评，不好好复习会考试会不
及格……这些责罚反过来会促进孩
子按时起床，认真复习。所以，放手
才可能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第三步，做榜样。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

母更是孩子学习的榜样。身传胜
过言教。试想，父母都无法做到早
睡早起，孩子就更难以做到了。同
样，难以想象怨天尤人的父母能够
培养出乐观向上的孩子。所以，父
母不能一味去指责孩子。孩子出
现了问题，先扪心自问：我自己能
否做到，是否可以成为孩子的榜
样？

疫情期间，一些父母也不用上
班，但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
比如早睡早起，安排妥当时间，多读
读书、练练字等，适当安排运动时
间，从而引领孩子。

第四步，及时夸。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

被人看见，被人肯定。孩子更是如
此。如果他的行为较以前有进步，
父母一定要及时给予夸奖。比如，
孩子原定的起床时间为7点，结果还
是拖到了8点才起床。这时候，父母
要看到孩子进步的地方，表扬孩子
比以前进步了。比如说：“小明，不
错。今天比昨天的 10 点，早起了 2
个小时。相信你明天一定会起得更
早。加油！”带着温和的笑容，给孩
子竖个大拇指，去抱抱孩子。孩子
肯定会受到鼓励。

精准施治 创新发力 科学防控

衡阳市48例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邵阳市累计100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湘水余波

坚忍的孩子，为你们点赞

超长假期，如何让孩子收心
——专家给家长支招“分四步走”

康复者捐献血浆
3月2日，衡阳市血站工作人员为新冠

肺炎康复者谭某进行血浆采集。当天，衡阳
市两位主动报名并经评估符合捐献条件的
新冠肺炎康复者谭某、唐某，在南华大学附
属南华医院完成恢复期血浆的采集，他们各
成功捐献血浆400毫升，检测合格后将用于
危重症患者的临床治疗。

廖红伍 曹正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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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曾玉玺

2月28日，在娄底市新星南路爱心
献血屋内，彭彭（化名）捐献了400毫升
康复期血浆。这一天，距离彭彭确诊新冠
肺炎已有32天。这个黝黑健壮的25岁小
伙特别乐观，谈起自己与“病毒”的抗争
经历，他说：“有3件事特别骄傲：我战胜
了病毒；没有接触者被我传染；医生说我
的抗体特别强！”

1月22日，在武汉从事零售工作的
彭彭，踏上回家路。从疫区返乡，尽管当
时未有任何症状，彭彭依然准备了多个
口罩和医用手套，一路换了3次车，他更
换了3个口罩。不与沿途任何人接触、交

流，是彭彭给自己定下的“铁规”：“这样
做是保护自己，更是保护他人。”

与家人团聚的第一天，彭彭开始
了自我隔离。午餐时间，他用公筷迅速
夹了菜，回到房间独自吃饭。下午，出
于稳妥考虑，彭彭在姐姐的建议下，前
往诊所测体温。彭彭说：“当时身体未
出现任何不良反应，体温却有 37.7℃，
我感觉有点懵。”他立即同家人前往娄
底市中心医院检查，胸透和血常规显
示正常。

1月25日，彭彭再次来到医院检查，
胸透、血常规等结果依然正常。尽管如
此，他还是决定，这个春节假期即使没有
任何问题，也要把自己隔离起来。

彭彭与父亲自制“消毒神器”——一
个造型精致的洒水壶。他说：“每天都会
带着它，里面装消毒液，走到哪里喷到哪
里。不让我接触过的任何地方，留下病毒
的痕迹。”

但狡猾的病毒已偷偷潜入。往后两
天，彭彭开始出现咳嗽和乏力。1 月 27
日，他第3次前往医院检查。医院为他进
行 CT 检查后，结果显示为疑似新冠肺
炎。他随即做了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被确诊。

彭彭在医院“闭关”治疗 19 天。他
说：“开始有些害怕，但随着症状减轻，心
态也好了很多。”他所在的病房，后来住
进一个年轻病友，他们每天相互打气。

2月8日，乐观的彭彭经历了住院以
来最煎熬的一天——娄底市防疫部门组
织对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进行核酸检
测。“这比我自己确诊那天还难受，害怕
别人因我而传染。”彭彭说。所幸，因为彭
彭前期的隔离措施严谨，与他有过接触
的人，无一例感染。

2 月 15 日 18 时，彭彭顺利出院。太
阳虽早已下山，他却感觉“阳光明媚”。他
觉得空气特别清新，深呼吸一口，整个人
都活跃起来。

回到家后，彭彭谨遵医嘱，自我隔离
14天。每天独自吃饭，打扫房间，依然随
身携带“消毒神器”，对接触过的地方喷
一喷。2 月 27 日，彭彭再次进行核酸检
测，结果显示为阴性。于是，他向医护人
员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捐献血浆，帮助他
人。

第二天，他如愿捐献了血浆。“医生
说我的抗体特别强，能够帮助需要的人，
特别激动！”这是彭彭的胜利感言。

从武汉返乡后，他将自己严格隔离，没有一例接触者被感染。捐献康复期血浆后，
他说出“胜利感言”——

“我的抗体特别强，能够帮助需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