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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陈新 通讯员 陈怿熹

“鲁队长，你一言不发就走了，可你节假日总
是代我值班，我还没谢谢你呢！”……3月6日，在
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同事们折了很
多写满哀思的千纸鹤，放在鲁力的办公桌上。

2月29日，是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局岳麓大队（三大队）大队长鲁力生命中的最后
一天，也是他连续奋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
的第54天。当天上午，鲁力因劳累过度导致心
脏骤停，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2岁。

3月5日，长沙市委追授鲁力同志长沙市“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长沙市总工会追授其“长沙市
五一劳动奖章”；3月6日，省委追授鲁力同志“湖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西大门”的守护者：“他太累
了，要好好歇一歇了”

1 月 10 月，全国春运拉开大幕。湘江新区
综合交通枢纽是长沙入城的“西大门”，人流密
集，车流复杂，镇守长沙“西大门”的岳麓大队，提
前5天进入“春运模式”。

疫情暴发以来，每天早上7时多到站，直至
晚上 10 时多送走最后一班车，鲁力才会回家。
而在这54天里，鲁力和队员协助卫健、公安、街
道相关部门登记、消毒、测温，又要对大客车、出
租车进行巡查和抽检，保障站场营运秩序。

鲁力家住开福区德雅村，为了全身心投入防
疫工作，他将妻子和孩子送到岳父家，自己则搬
到岳麓区新民路的父亲家住。

1月24日，大年三十，鲁力连续坚守岗位19
天后患上甲流。医生叮嘱他休息，他二话不说又
回到车站，要求队员早点回家团圆。

2月17日到19日，在协助妥善处置多起发
热疑似病例送医紧急任务后，鲁力担心突发情
况，在值班室的沙发上睡了3晚。28日中午，队
员胡欢见鲁力的脸色憔悴，劝他去医院检查，他
婉言谢绝：“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休息，等疫情结
束再说吧！”

“他太累了，要好好歇一歇了。”长沙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主任高京军的眼眶红
了。在这漫长又紧张的54天里，鲁力督促车站
2104台营运车辆消毒，为5.5万人次测量体温。

同事眼中的“鲁大哥”：“他总冲
在前面，顾不上自己”

“他总是乐呵呵的，叮嘱我好好工作，调侃
我恋爱，盼望着吃喜糖，既是我师父，更像我兄

长……”鲁力的“徒弟”李茜总以为他会憨憨地
笑下去。

鲁力是李茜和马佛明来执法局的第一任队
长、第一位老师。7年前的大热天，鲁力憨厚地
笑着把他们“领”到岳麓大队。从那以后，笑，成
了鲁力留给他们最深的印象。

每天 7 时，鲁力带着他们坐上执法车穿梭
在大街小巷巡逻。有一次，鲁力和同事在武广
高铁南站发现一辆的士拒载，随即将车拦下，上
前亮证。没想到驾驶员骂骂咧咧，朝他挥舞拳
头。

“他一边安抚驾驶员，一边微笑取证。他总
冲在前面，顾不上自己。”马佛明回忆说，事后，大
家绷紧着神经，他却一句玩笑话，把大家逗乐
了。就这样，这批新人在紧张又快乐的时光中融
入了新环境。

90后刘警是湘潭人。防疫期间上晚班时，
他经常一包泡面对付。有一次被鲁力撞见，次
日，鲁力乐呵呵地拎着保温饭盒塞给他：“年轻小
伙子，老吃泡面对身体不好，尝尝我家的热饭热
菜。”

“保温盒里有麻辣鸡肉、鱼、红菜薹，当时给
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刘警回忆时，泪水夺眶而
出。

“鲁力从19岁进入原长沙市交通规费征稽
处工作至今，安排工作时，他从不计较，‘我年轻，
让我来’，成了他的口头禅。”长沙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何军说，3年来，鲁力带领队
员查扣车（牌）778台（副），打掉西站、南站周边
多个站外黑站点。“他没有走,大家会惦记他,他会
憨憨地笑下去!”何军动情地说。

妻子心里的好丈夫：“他对自己
太抠，对别人大方”

在鲁力的房间里，摆放着各种荣誉证书，长
沙市群众最满意青年文明号号长、长沙市交通系
统“先进个人”……

“每次他都要炫耀一番。”每每这时，高璐总
会开玩笑,“奖金呢？”

“你别管，我用了。”其实高璐心里清楚，丈夫
很节省，肯定又去帮扶别人了,“他对自己太抠，
对别人大方。”

浏阳市桃源村是单位的定点扶贫村。2018年
5月，听说桃源村留守儿童小安妮父母离异，父亲
长年在外务工，她一直跟奶奶生活。鲁力去看望，
问她六一儿童节的愿望是什么，小安妮不好意思
地说：“我想要一双漂亮的新鞋和绘本故事书。”

鲁力摸摸孩子的头，回去了。
过了一阵子，他提着一个书包、一双新鞋和

一套绘本书递到小安妮手中：“小安妮，你要好好
学习，叔叔以后再来看你。”

鲁力的家庭条件并不好，他的父亲身患扁
桃腺癌，母亲股骨头坏死做过3次手术，妻子没
有固定工作，家庭的重担落在他一个人肩上。
他很少为自己花钱,在孝顺父母的同时,总是尽
力帮助别人。宁乡市灰汤镇杏村的喻石桥、荷
花园社区的陈威尔都是鲁力长期结对帮扶的对
象。

2月28日晚，工作微信群里党员为抗击疫情
纷纷捐款。他忙得来不及打字，发了条语音：“在
哪里捐？交给谁？”没想到，这句话成为了他与同
事们最后的诀别。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吕继勇 刘泽田

3月6日上午，宜章县笆篱镇桐木湾村淅淅
沥沥下着小雨。郴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首小
翠一行驱车近2个小时，来看望慰问桐木湾村党
支部书记李志柱家属，给他们送去慰问金。“李书
记虽不在了，妇联就是你的家，有困难随时可以
找市、县两级妇联组织。”首小翠嘱咐李志柱的爱
人刘冬容。了解到李志柱的孙女因患病不能正
常行动后，首小翠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
战胜疾病，市县妇联会与笆篱镇党委政府一起想
办法，排忧解难。

2 月 8 日 23 时 40 分，宜章县笆篱镇桐木湾
村党支部书记李志柱，因连续多日带病坚守抗
疫一线，劳累过度，肾动脉血管瘤病发离开人世，
享年61岁。直至生命最后，他依然坚守在疫情
抗击一线，被追授为“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临终时还放不下手中的工作”

“爷爷，今天奶奶做了好多好吃的菜，你快点
回来吃饭吧。”除夕夜，李志柱的手机里不时传来
两个小孙女催他回家吃饭的声音。“老李，工作再
忙，也先回来吃饭吧，大家都等你呢！”妻子又一
次次催他回家吃年夜饭。当别人享受阖家团圆
的温馨时刻，李志柱还在村委会，忙着和支村两
委干部研究村里疫情防控事宜，叮嘱大家一定要
对人员摸排清楚，不遗漏一个人；一定要对居家
隔离人员用心用情，做好每天体温测量和行踪管
控……

“1月25日大年初一，村民们欢度春节时，李
支书和村干部全部到岗，投身疫情防控工作。”桐
木湾村委会主任李文德说，李志柱和村组干部挨
家挨户，对村里所有人员进行摸排登记。

在李志柱的带动下，村里的党员、后备干部
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主动请缨投入疫情防控一
线，挨家挨户发放宣传资料，普及防疫知识；通过
村村响、微信、QQ、标语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及

“丧事简办、红事不办”等相关规定，提醒村民戴
口罩、少串门、不聚集、不传谣，做好个人防护；在
进出村主要路口设置执勤点，对来往人员、车辆
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

桐木湾村有 9 个村小组，322 户、1238 人春

节在家团聚。通过地毯式摸排，共摸排出湖北返
村人员14人。经严格隔离观察，该村14名隔离
人员先后解除观察，情况良好。

1月28日凌晨2时，连续工作多时的李志柱
突然感到一阵绞心的腹疼，他浑身颤抖，瘫倒在
地，被送去村卫生室打点滴。待病情稳定后，他
又回到工作岗位。由于过度劳累，病情再次发
作，1月31日，李志柱被紧急送往长沙湘雅医院
进行救治，后转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
室。

“在病房里，父亲察觉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便
申请出院，强烈要求回到桐木湾村，这个他心心
念念一直牵挂的地方。”李志柱的儿子李骞告诉
记者，“2月4日下午父亲回到家里，身体非常虚
弱，但他放不下手中的工作。噩耗发生当天，父
亲还在召集支村两委干部开防疫工作推进会。”

临终前，李志柱将2000元党费由儿子转交
给村党支部，用于当前疫情工作所需；再捐2000
元用于村里贺家至庙山岭通组公路建设，并交代
儿子自己的丧事一切从简。

“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

武汉返村的村民李某某听闻李志柱去世的
消息后，悲痛万分。他说：“隔离观察期，李支书
他们天天跑一二公里路来我家观察，开导我及家
人，让我们安心隔离，有困难跟村里说。看他那
么疲惫，我就应该劝他别天天来，好好休息一
下。”

“李支书临终时还不忘交党费，给村里捐款，
难得的好干部啊！”桐木湾村贫困户李慧敏流着
泪说，他是肢体三级残疾，妻子是肢体一级残
疾。为争取早日脱贫，他想用自己的理发手艺，
在村里开理发店。因为没钱，李志柱组织支村两
委和党员为他捐款，筹集3540元。正是靠着这
笔钱，李慧敏家办起了理发店，有了稳定收入，
2017年顺利脱贫。

“当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李志柱总是亲力
亲为。不论是在抗疫一线，还是在脱贫攻坚、
村路建设、旱厕拆除、环境整治等村里各项工
作中，总有他忙碌的身影。”桐木湾村委会主任
李文德感慨地说，“他就是村民心目中最信赖
的‘支柱’！”

正是在李志柱“凡事冲在前”的带领下，支村

两委全身心投入到精准扶贫工作中。2017年，桐
木湾村脱贫43户，2018年再脱贫2户。去年，随
着最后 1 户贫困户脱贫，桐木湾村宣告整村脱
贫。临终前，李志柱说：“整村脱贫，我也没什么牵
挂了！”

心中有人民，人民永远缅怀他！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郴州市分公司了解到李

志柱的事迹后，立即开启绿色理赔通道，简化理
赔流程，在材料齐全后快速将50万元应急救助
赔偿款支付给李志柱家属。有关部门和组织也
纷纷对李志柱家属进行慰问。

郴州市委、宜章县委分别下发相关“决定”，
号召市、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向李志柱同志学习，用实际
行动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战。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陶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南法院充分发
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从严从快精准打击疫情
防控期间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截至3月6日，
湖南法院共一审受理涉疫情防控刑事案件55
件68人，审结22件23人。

涉疫犯罪案件，依法快审快判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不该发国难财。”假

卖口罩骗取3万元，被告人欧阳康平获刑4年
半，听到判决结果后，他悔恨不已。2月20日，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这是湖
南省首例涉防疫物资（口罩）刑事犯罪案件，案
件从受理到宣判仅用时6天。

湖南高院刑一庭庭长简红星介绍，对危害
疫情防控、利用疫情破坏市场秩序、危害社会大
局稳定等犯罪行为，全省各级法院坚持依法快
审快判。对刑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从重处罚
的，依法从重处罚，对主观恶性深、危害后果特
别严重、社会影响大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严
判处。对于进入诉讼程序的涉疫情刑事案件，
要求管辖法院既严格诉讼程序，又加快办案进
度，确保快审快判，充分彰显人民法院依法从严
从重打击涉疫情犯罪的政策要求和坚定决心。

据悉，湖南法院在审结的22件涉疫情案件中，
其中诈骗案件13件13人，妨害公务案件6件6人，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2件
3人，非法经营案件1件1人；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
刑的被告人共14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的被告人共9人，20件案件当庭宣判。

精准打击、罚当其罪，“云上
庭审”确保安全有序

咬人、摔手机、围堵警车……疫情防控期

间，永州男子汪某某不遵守管控，阻挠攻击民
警执法。3月3日下午，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
院通过网络庭审的方式，公开审理这起疫情防
控期间妨害公务案并当庭宣判，判处被告人汪
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越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我们越要
重视和强调依法办案，既要突出依法从严
从快，又要坚持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湖南
高院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蔡俊伟介绍，
在全省涉疫情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湖南
高院切实加强对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突
出精准打击、罚当其罪，确保涉疫情犯罪案
件审判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

今年2月以来，湖南高院成立了依法打击
涉疫情犯罪工作指导小组，对全省法院涉疫
情刑事犯罪进行全面摸排，指导下级法院把
好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每一起
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的检验。湖南高院
先后下发《关于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依法
做好涉疫情防控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

《关于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案件法
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等一系列文件和通
知，对全省法院涉疫情防控审判执行工作提
供业务指导。

此外，为有效防止疫情聚集性传播，湖
南高院专门下发通知，积极搭建平台，依托

“云上庭审”，对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
简单刑事案件以及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
件，探索远程视频方式开庭，确保安全有
序。

据统计，在审结的22件涉疫情案件中，有
20件案件采取简易程序审理，另有2件案件采
取速裁程序审理，其中8起案件通过远程视频
开庭审理。

湖南法院一审审结涉疫刑事案件22件

“他会憨憨地笑下去”
——追记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岳麓大队大队长鲁力

2 月 3 日，
湘江新区综合
交通枢纽，鲁力
（左二）和同事
在春运和疫情
防 控 一 线 。

通讯员 摄

他是村民最信赖的“支柱”
——追记宜章县笆篱镇桐木湾村党支部书记李志柱

李志柱用移动“大喇叭”在村里宣讲防疫政
策和知识。（资料照片） 刘泽田 摄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沙兆华）3月6
日，“微光大义·致敬白衣天使”公益活动在长
沙启动，活动将向所有我省支援湖北医务人员
提供价值180多万元的物品。

据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先后
派出18批1400多名医务人员挺进湖北，成为

“最美逆行者”。为了致敬白衣天使，倡导和号

召广大志愿者发出微光，省直机关文明办、省
财信公益基金会、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发
起此次活动，希望通过面向省直单位和社会公
开招募志愿者，以志愿服务形式走访全省所有
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家属，带动全社会尊重医护
人员、传承民族大义，在抗疫中开展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教育。

抗“疫”群英谱

“微光大义·致敬白衣天使”公益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周月桂 欧阳倩

当前，疫情在境外呈现持续扩散态势，疫
情防控进入了新的阶段。

3 月 4 日，省委书记杜家毫在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调研指导疫情防控时给大家打下“预防
针”，要求在坚持原有防控措施不放松不动摇
的基础上，针对疫情发展新特点新变化，及时
制定和完善相应的防疫策略和举措，从最坏处
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坚决防范境外疫情输入。

连日来，记者走访机场、海关、边检、社区，
感受湖南防疫的信心和斗志，倾听病毒无情人
有情的温情故事。

“大家一同加入疫情防控体系”

走进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入口
处的红外线全自动测温仪屏幕上实时显示着
每一名进出站旅客的体温。

3月5日，记者在航站楼内看到，自动测温
点和11个人工测温点结合监测，为所有进出航
站楼人员锁上“双保险”；安检通道每天进行6
次以上消毒，每位安检旅客均需手部消毒……

提高警惕、主动应对，全省机场、港口、车
站、海关、边检、公安、通信等单位织密织牢防
控网。

航空口岸是切断疫情跨境传播的“主战
场”。2月26日，根据全球疫情趋势变化，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口岸办精准研判、科学制
定了航空口岸出入境人员疫情防控具体措施。

口岸相关单位及时启动预案，加强信息共
享和配合：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对国际航
班中来自重点国家（地区）的人员提前排查，长
沙海关对重点航班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省机场
管理集团协调航班落地前就做好重点旅客服
务准备。

本着尊重、关心、爱护的态度，湖南积极向
外国友人做好疫情防控宣传解释。

如今，在湖南的外国友人，每天都能收到
中、英、法、德、日、韩、老、俄等8种国家语言通
报的湖南疫情情况。

“大家一同加入疫情防控体系。”省委外事
办介绍，湖南适时向友城宣传介绍湖南防控情
况，向国际社会积极展示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
信心和决心。

“停留时间长了，但能理解配合”

“终于回到祖国了！”3月6日晚，一架吉祥
航空HO1394航班从大阪飞抵长沙，旅客邓先
生松了一口气。

他下飞机后，经过了体温监测、信息登记，
未出现异常，顺利通行。

“每个入境航班到达前的一个半小时，我
们就已经掌握了该航班机组人员和旅客旅行

史、居留史等相关信息。”长沙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张绍明介绍，所有排查
结果和数据实时共享给机场、海关等单位，为
及时有效开展疫情防控争取了宝贵时间。

“停留时间长了，但能理解配合。”3月4日
下午，家住长沙的夏先生乘坐泰国狮子航空从
曼谷飞抵长沙。他落地后，接受了两次体温监
测和详细信息问询。

据长沙海关介绍，所有出入境人员均严格
实施“三查、三排、一转运”检疫措施。即，查验
健康申报、开展体温筛查、实施医学巡查；流行
病学排查、医学排查、实验室检测排查；对“四
类人员”一律按照有关规定落实转运、隔离、留
观等防控措施，确保入境人员信息全覆盖、健
康检疫全覆盖。

坚决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对旅客的人性化
服务不减反增。

2月25日以来，长沙机场安检站旅二大队
青年志愿者郭钰辰，就一直忙着用中英文两种
语言为旅客提供志愿服务。机场在前期招募
了一批具有外语特长的团员青年志愿者，为来
华及归国人员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

截至3月6日，我省机场仅长沙黄花机场有
飞往日本大阪、泰国曼谷、老挝万象、柬埔寨西
哈努克港的国际航线，尚未发现境外输入病例。

“回国后我们很安心、踏实”

“感谢社区的关心关爱，回国后我们很安
心、踏实。”3月5日凌晨，家住长沙市雨花家园
社区的周老夫妇，从美国波士顿出发，中转了
几趟飞机后，终于抵达长沙家中。

半年前，两位老人去美国探亲，由于签证
即将到期，他们通过网络咨询了社区后，敲定
了回国日期。

“我们回来前，社区负责人发微信询问我
们的出发时间、行程、航班和抵达时间，转机等
候的间隙又告诉我们列个购物清单，他们帮忙
去代买。”周老告诉记者，5日上午，该区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上门为他们进行了核酸检测，社区
工作人员将采购的米、油、菜、日用品等生活物
资送到了家中。

坚决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各地既把握原
则，又体现仁爱之心、谨慎之心。

3 月 4 日，从日本留学回到岳阳的刘艾颜
同学，主动向金鹗山街道办事处报告了旅行
史，并由当地安排入住酒店进行隔离观察，“每
天有工作人员送一日三餐。我要点外卖，也有
专人送上来，真的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常德市把外籍人员和境外返回人员的防
控措施细化到了乡镇、社区、企业；在张家界机
场，当地为到港旅客送上一份温馨提示书；在
长沙市西湖社区王府花园，工作人员马骏把社
区登记告知打印成英文版，如今已成为社区防
控的“通用模板”。

防线筑得牢 温情亦暖心
——湖南坚决防范境外疫情输入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