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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晨莹 辜鹏博

3月7日下午，黄冈市麻城市湖南医
疗队驻地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身穿
红色小背心的志愿者正在忙活，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

时间回到两天前。
“三八妇女节就要到了，援助咱们麻

城的湖南医疗队队员大部分都是女生，有

没有什么方式来表达感谢？”3月5日，团市
委副书记罗萍在志愿者微信群中发出号召。

“我家花田种了玫瑰，可以送给白衣
天使们。”枫布垸村花农王红莲立刻响应。

东方红社区花农邹健也很想参与：
“我种了太阳花，献花的话算我一份！”

一拍即合。“病房中没什么彩色，鲜
花可以调节她们的心情。”愿意出力的出
力，懂得插花的插花，家有花泥的供花

泥……群里的志愿者自发接力报名。
3月7日早上7时40分，麻城农行职

工熊明辉和另外 6 位志愿者在医疗队驻
地集合后，一同前往南湖花卉基地。由
于许多路段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他们 9
点半才到达目的地。熊明辉说：“当时有
点着急，怕耽误了后面插花的时间。”

7名志愿者将摘好的玫瑰和太阳花运
回医疗队驻地后，细心地将玫瑰上的刺

打掉，剪掉多余的叶片。之后的工作就
交给了在场的6名花艺师。“虽然材料有
限，但我们尽力把花束做得好看一点。”
段存利告诉记者，每束约有20支花朵。

下午5时30分，记者看到，75束鲜花
已打包完毕。罗萍说，这些美丽的花儿将
于3月8日上午送给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益
阳分队队员和当地医护人员。

（湖南日报黄冈3月7日电）

湖南日报 3月 7日讯(记者
李杰 颜石敦 通讯员 罗徽)3月6
日，常德市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
院，82岁的患者曹某，紧紧牵着老
伴袁某的手，走出隔离病区。至
此，常德市82名确诊患者全部治
愈出院。3月7日，郴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最后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患
者龙某某治愈出院，该市39名确
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目前，常
德郴州两市均实现确诊患者“零
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目标。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常
德市坚持“集中患者、集中专家、
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把最
好的医疗资源和专家放在救治患
者上。1 月 24 日，常德市首例新
冠肺炎患者确诊，该市立即统筹
全市医疗资源，整合全市医疗力
量，将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确定
为定点救治医院，426 名医护人
员陆续奔赴一线。并组织专家组
成员不断完善救治方案，制定和
完善流程 40 多项。专家组坚持
按照“一人一策”方案精准救治每
一位患者，降低感染率，提高治愈

率 ，守 住 不 发 生 病 例 死 亡“ 底
线”。曹某和76岁的老伴2月20
日入院治疗，都曾是危重症患者，
经过 16 天的治疗，最终转危为
安，痊愈出院。

疫情发生后，郴州市高度重
视，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实行群防群治、联防联控。该市
坚持精准施策、科学防治，聚焦

“控制传播源、切断传播途径、保
护易感人群”3个关键环节，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
离”。同时，加强统筹调度，强化
保障供应。将所有确诊患者集中
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
医院救治，成立 6 个分片指导专
家组和中医救治专家组，组织省
市县三级专家 24 小时在线会诊
和中西医联合会诊。 该市实行

“一人一案”，提高救治精准性、有
效性。对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不
仅实行医疗救治，而且“零垫资”

“全免费”，彻底打消患者的顾
虑。据介绍，从2月14日开始，郴
州无新增确诊病例。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蒋叶子 杨小丽

一场疫情带来始料未及的考
验，从1月份开始，湖南电力系统打
响了抗疫保电、复工复产两场“硬
仗”。在保电一线，有一大批“妈妈
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用专业技能、
责任心，书写出巾帼风采。

和“宝宝”一同守岗位

“你跟宝宝好吗？”国网岳阳
供电公司肖秀波接到丈夫问候电
话时，正在加班。为降低企业成
本助力复产复工，这段时间岳阳
供电公司要抓紧时间梳理不同企
业用户对应的降费政策。作为电
费电价专责人员，怀孕不到三个
月的肖秀波挑起大梁。

妊娠反应重的时候，同事们
担心肖秀波吃不消，劝她回家休
息。肖秀波总是淡淡地说：“还是
再坚持一下吧。”部门里人员少而
工作量大，如果肖秀波休息，其他
人就得更长时间加班。

肖秀波的丈夫是岳阳市定
点防疫医院医生，自大年三十
进 医 院 后 ，至 今 还 没 有 回 过
家。因为丈夫是急救医生，肖
秀波一般情况下不主动给他打
电话，以免影响救治病患。每
天，丈夫打来电话时，肖秀波都
笑得特别开心。

带儿子上班24天

3月6日，国网中方县供电公司
配电部继电保护专责员工陈玉珊正
在电脑前忙碌着，办公桌的另一边，
她6岁的儿子在专心画画。陈玉珊
已经连续24天带儿子来上班了。

身为继电保护专责，陈玉珊
担任着电网计算及变电、配电、用
户的保护管理工作。中方县供电
公司变电站内 116 套自动装置、
配网93台分支柱上断路器、环网
柜保护以及用户开关接入把关等
都在她的职责范围之内，陈玉珊
的工作专业性强、任务繁重。

由于家庭特殊原因，只有陈
玉珊一人照顾 6 岁的儿子，平时
她将儿子委托给托管机构帮忙看
管。疫情发生后，保电任务艰巨，
陈玉珊必须早早回到岗位，托管
机构却一直没有恢复营业。

担心儿子独自在家不安全，陈玉
珊向公司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带着儿
子一同上班，公司同意了她的请求。

每天早上，陈玉珊给儿子戴
好口罩，做好防护措施，就领着他
一起上班。陈玉珊开始一天的忙
碌，儿子在一旁安静地写作业或
者画画，累了就在沙发上睡一觉。

“平时基本到晚上八九点才
能去托管接儿子，现在这样我还
有更多时间陪他。”陈玉珊笑着
说，但声音有点儿哽咽。

3月5日 星期四 晴

来黄冈支援已经一周了。我们每天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为患者翻身拍背、测
体温，戴着3层手套给患者输液采血、测
血糖。

一个班下来，护目镜已模糊，汗水浸
湿衣背，脸颊、鼻梁印上了深深的压痕。
但是，每当看着患者眼神中的希望，听着
他们的呼吸声从急促到逐渐平稳，握着
他们的双手从微弱到有力，仿佛所有困

难都不算什么，我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今天，收到了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

科三病区护士兄弟姐妹们发来的加油视
频，我的心里一股暖流涌动，眼泪不争气地
流了下来。出征前，你们监督我戴好防护
用品，把最美味的食物塞满了我的行李箱，
大家忙前忙后为我们准备好生活用品。在
黄冈的日子，你们时不时嘘寒问暖，叮嘱我
和同来支援的张霞姐注意防护和休息，鼓
励我们克服困难和压力，你们的叮嘱化作
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平时在医院，因工作忙碌，我们没时
间去表达温暖的情感，甚至会因为在工
作上的分歧而有些争论，但这丝毫不影
响我们彼此的关心和信赖。每当紧要关
头，我们总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你们
的爱，我和霞姐都收到了，真的很感动。

在抗疫一线的日子，虽然我也会忐
忑，但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我们身后
有伟大的祖国、温暖的单位，还有科室里
最有力的后援团。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关
心。我们是战士，你们就是我们的铠甲。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湖南省
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护师 罗丹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3月6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我们来到黄冈的第14天。经
统一部署，我和10名护士一起进入大别
山区域医疗中心重症监护室工作。

因有多年手术室感控管理经验，我
由最初的责护岗位调入 ICU 感控组工
作。抗击疫情，感控先行，做好感控管
理，避免交叉感染，防止工作人员职业暴
露，是打赢这场阻击战的先决条件。感
控组的6位急先锋既要完成督导员职责，
还要完成病房每日垃圾清理、地面消杀、
物表消毒等工作。我们的工作直接关系
到团队每一位战友的安全。

上午8时20分，我着装完毕开始进入

隔离区工作。每天工作开始前，我会问候
一下患者。23床是我们的同行，一名医务
工作者。“熊医生，您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我今天感觉不适症状减轻了些，没那么费
劲了，但还是离不了氧气。”“您很不错，相
信很快就能回家了。加油哦！”

18 床是一位意识模糊的老爷爷，他
虽然无法回应我，但我每天经过他的床
头时，都会握握他的手，告诉他，有我们
在帮他……

做完整个病房的平面擦拭消毒、垃
圾清理、地面消杀、护目镜浸泡、清洗消
毒，已接近中午12点半，穿在里面的手术
衣早已湿透。

“尹老师，今天新进来一批医生准备

下班，请你去缓冲区指导一下！”接到组
长安排，我马上去缓冲区进行指导。

虽然在进入隔离病房前都已进行过
无数次练习，但穿着两层防护服，一层隔
离衣，戴上两层口罩、护目镜、面屏、三层
手套，工作6小时，还是会感觉呼吸费力、
脑袋缺氧。我一丝不苟地指导同事脱下
防护用品。“先脱脚套，动作轻一点，慢一
点，不要急。”“每一步都要用手消。”“好
了，你可以进到缓冲2区了”“到缓冲3区
一定要记得换 N95 口罩和帽子。”“出了
缓冲 3 区，记得马上彻底洗手，消毒眼
镜。”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嘱咐，是为了给
战友们最安全的保障。

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湖南省
脑科医院心内科 尹恒

（通讯员 刘莉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湖南日报3月 7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金勇）3 月
6日上午，赤壁市赵李桥镇居民贺
德刚在 G107 国道临湘羊楼司中
洲桥上，把整箱的植物油、牛奶、
白醋、方便面等装上车，高兴地
说：“这下好了，咱镇里群众生活
物资解决了！”

临湘羊楼司是湖南“北大门”，
与湖北赤壁市赵李桥镇仅一河之
隔，经 G107 羊楼司中洲桥相连。
因湖北疫情严重，G107羊楼司中
洲桥成为环鄂入湘交通防控的重
点关卡。临湘、赤壁分别派人驻守
桥头，有效切断了疫情传播扩散的

“交通路径”。受疫情持续影响，赤
壁部分集镇生活物资出现短缺，保
障供应成为一道难题。

临湘、赤壁双方经过多次商
议，达成共识，将 G107 中洲桥作
为“隔离区”。临湘先将货物送到
中洲桥上，人员撤离后，赤壁再派

车上桥，在对货物消毒后装车运
走。此举既解决了赤壁群众的生
活之需，又避免了两地人员接触，
切断了疫情传播途径。

“边界线既是隔离区，又是中
转站。”G107 羊楼司交通防控组
队员姚斌说，“在加强疫情防控的
同时，我们自觉参与交通疏导，帮
助群众搬运货物。虽然有苦有
累，但大伙没有半点怨言。一切
为了战胜疫情，付出再多也值！”

据了解，临湘共有G107羊楼司
中洲、S208黄盖铁山咀、S203新店
坦渡桥、G353詹桥大界、G353詹桥
界上、S203詹桥三界和S203詹桥
雷分丘7个环鄂入湘交通防控点。
由交通部门牵头，联动公安、卫健及
乡镇，实行24小时值守。目前，各站
都参照G107羊楼司中洲桥模式，和
湖北接壤乡镇联手建立“物流中转
站”，帮助湖北周边乡镇群众集中采
购粮油等各类生活物资125吨。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黄利飞）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昨
天对外发布消息称，为支援疫情
防控，截至3月4日17时，共有
67 家 湖 南 上 市 公 司 累 计 捐 款
1.329 亿元、捐物折款合计 6619
万元，捐款捐物共计1.99亿元。

疫情暴发以来，湖南省上市
公司协会向全体会员发出了倡议
书，辖区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积极投身抗击疫

情的各条战线。
记者梳理发现，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支援“抗疫”的湖南
上市公司数量越来越多，捐款捐
物的金额也越来越多。2 月 7
日，全省 44 家上市公司捐款捐
物合计 7523 万元；2 月 17 日，
58 家上市公司捐款捐物合计 1.4
亿元；如今献出爱心的上市企业
数量已达 67 家，占比超过湖南
上市公司总数量的60%。

常德市郴州市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全部出院

保电前线的“妈妈们”

湖南67家上市公司
为抗疫支援近2亿元

人不接触 货不断流

湘鄂共建“物流中转站”

雷锋家乡“女战士”
武汉一线绽芳华

援黄冈 有“湘军”
医疗“湘军”奋战湖北——

节日的花儿献给“最可爱的人”
75束鲜花饱含麻城人民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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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全先生：

2 月 8 日元宵节，你出
发去支援武汉，至今已整
整一个月。我在家带儿
子 ，还 要 给 学 生 们 上 网
课。但比起你，我这点付
出算得了什么呢？

作为一名麻醉医生，去
武汉之前，你主动申请去
医院感染科工作。每一次
从医院回来，一个人在阳
台上匆忙吃完饭，又马上
回医院。元宵节前一天，
你突然回家找出行李箱，
随口说了句“明天要去武
汉了”。我强忍住眼泪，帮
你收拾行李。三更半夜，
你拖着行李箱去医院做准
备，我慌得不知道该说什
么。元宵节，我看到了视
频里你和战友们高举着国
旗 、党 旗 热 血 出 征 的 仪
式。那一刻，我的恐慌消
失了！

为了鼓舞士气，在做好
医生之外，你还成了医疗
队的宣传委员。帮医护人
员和患者记录下日常点
滴，还策划安排了好几名
队员和患者的生日。更让
人惊喜的是，你下班回到
住所的日常锻炼视频上了

电视。儿子看到你的时候，高兴得手
舞足蹈。

这段日子，不少部门和热心人给
了我们这个小家庭很多温暖。湖南
省妇联和一些医药公司不断给我家
送来各类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小区
的工作人员也帮了我很多。由于小
区封闭，爸爸妈妈每天为我们母子把
饭菜做好送过来。儿子也越来越懂
事。我给学生上网课的时候，他会乖
乖地坐在一边看书。有时候4节课连
堂，他也不吵闹。他知道妈妈在工
作，爸爸在跟病毒作斗争。

亲爱的全先生，我和儿子等你平
安归来。

你的妻子 王懿姿
2020年3月6日

（作者为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生全承炫
的妻子）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整理）

一线战“疫”日记

感控，直接关系到每一位战友安全

我们是战士，你们就是铠甲

康复者
捐献血浆

3月6日，新冠肺
炎康复者杨先生在永
州市中心医院南院献
血车上捐献血浆。当
天，两名主动报名并
经评估符合捐献条件
的新冠肺炎康复者完
成恢复期血浆采集，
共采血浆800毫升。
目前，该市44名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已全部
出院。

潘爱民 胡纯亮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孟春石

“我是望城乔口人”“我是望城新康人”
“我是望城的媳妇”……近日，一段“我以雷锋
为榜样，望城人在武汉”的视频引发全国网友
关注。视频中的这群“铿锵玫瑰”，全部来自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援助湖北国家医疗队，
同时也来自雷锋的家乡——长沙望城。

3 月 5 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她们的工
作微信群悄悄发起“我是雷锋家乡人”接
龙，没想到来自望城的有10人之多，占护
理人员十分之一！

自2月8日出征起，她们一直奋战在武汉
抗疫最前线，勇当人民生命健康的捍卫者。

重症护理“特种兵”，筑起生命堡垒

正月十五元宵节，万家团聚之日。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援助湖北国家医疗队
的 130 名医护人员，紧急集结奔赴武汉，
其中护理人员100名。

到达武汉后，大家迅速进入角色，与
时间赛跑，同病毒斗争。2月10日零时开
始，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B 栋灯
火通明，各病区都在紧张有序地收治危急
重症患者。7楼西区病房由湘雅三医院医
疗队接管，从零时到5时40分，共收治48

名危急重症患者，平均年龄65.4岁，均合
并有2至3种慢性疾病。

“我们病区负责重症、危重症患者救
治，责任大，护理要求高。”刚刚荣获“全国
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的护理队长钟竹青，带着这
群重症护理“特种兵”，从最初看到现场的
震惊，到后来的冷静沉稳应对，为患者构
筑起一座坚强的生命堡垒。

她们创新推出整体护理模式，切实做好
医护协同，实施隔离区与清洁区每班微信语音
交班、特殊患者远程会诊讨论、医护床边查房
等，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出院病人越来越多。

娇小柔弱女子，都是钢铁战士

“别看大家平时娇小柔弱，真到了一线
‘战场’，个个都是钢铁战士。”钟竹青说。

25岁的护士陈果，望城乔口人。刚穿
上防护服的她，出现头昏、心慌、恶心等严
重不适，随时会发生窒息，只好由同事顶
班。“那一瞬间，泪水就在我的眼眶打转，
回到酒店后哭了好几次，总感觉拖了大家
的后腿。”平时的“开心果”，在武汉第一次
尝到无奈和心酸。“我到这里不是来矫情
的，我也要上战场做战士！”陈果咬着牙不
断尝试，终于克服了身体的本能反应。

在重症监护室，护士们穿着防护服4到
6小时一班，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还要高频
率说话，进去后不到1小时就全身湿透。“从
进入病房开始，大家就全身心进入战斗状
态，有时看到患者的无创呼吸面罩松了，也
根本顾不上被感染的风险，赶紧压低身子帮
患者戴好。”来自望城金山桥的何海玉说。

抗疫“作战”，“粮草”先行。望城媳妇
卜平元，是医疗队的后勤总管，保证团队
每个人的生活起居、健康安全以及病人的
营养搭配。这是一件十分琐碎、操心的苦
差事，她却觉得无上光荣：“每个岗位都需
要有人坚守，一个人只有把自己和集体融
合在一起，才最有力量。”

她们的爱和笑声，也是治病良方

“雷锋说过，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
暖。这份温暖，能够帮助重症病人树立信
心，比金子还珍贵。”多年的临床经验让钟竹
青总结出，爱和笑声，也是治病的良方。

一次查房时，钟竹青注意到一名刚转
来的病人精神萎靡。后来发现，病人已经
54天没有洗脸、洗手、洗脚。她二话不说，
当即打来热水，认认真真地帮病人把脚洗
干净，并给他理了头发。“留美博士医术高
超，但做起洗脚妹、理发师，技术很一般

啦。”病房里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钟竹青
自己也被逗笑。自此，以她为榜样，医护
人员对待病人更加细心，病友们也更加信
赖医护人员。

“特别感谢湘红姐的陪伴，你是我的
救命恩人！”50岁的病人芳姐（化名）拉着
医护人员成湘红的手，泣不成声。由于在
家发病时一时大意，没能和家人有效隔
离，丈夫和女儿相继感染，让她背着很大
压力，心情非常低落。医疗队年龄最大的
成湘红主动请缨，和病人结成“一对一”临
时家属，嘘寒问暖，无话不谈。化解了心
结，芳姐的病情迅速好转。

“1234，5678，2234，5678……”护理
小组副组长刘丹是运动达人，在她的带领
下，患者逐渐开始做呼吸操，重症病室的
走廊成了体操广场，大家感受到生命的力
量。而在护士刘倩的防护服上，“来自雷
锋家乡的问候”几个大字，像窗外的暖阳，
照进了患者的心里。

早春三月绽蓓蕾，杏林巾帼竞芳华。
武汉，这座雷锋曾经来过的城市，62年后，
在战“疫”烽火线上，更多的“雷锋”怀着同
样的信仰和担当来到这里。她们的心中
有一团烈火、一腔赤诚，誓将疫魔消灭，誓
还这座城市的晴川历历、芳草萋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