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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军

初春时节，万物复苏。走进沅陵
县太安社区“美桀电子”扶贫车间，只
见社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户颜淑英
熟练地完成套、转、剪、粘四道工序，一
个电子线圈很快就绕好了。

“我们是全县第一个复工复产的
扶贫车间。”社区负责人邓风翔介绍，
在县委、县政府复工复产政策支持和
倾力帮助下，扶贫车间于 2 月 10 日复
工复产，社区易地扶贫搬迁户员工全
部到岗。

“统筹兼顾两手抓，双手作战两手
硬。”怀化市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主任
田敏说，怀化坚持易地扶贫搬迁疫情
防控阻击战和后续帮扶决胜战同步展
开，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以“三个全
覆盖”夺取“双战双胜”。到目前为止，
全市易地扶贫搬迁户新冠肺炎疫情零
发生、疫区返回搬迁群众零发热、疑似
病例零报告。采取推动扶贫车间复工
复产、带动搬迁群众转移就业和发展
产业等措施，强力推进后继帮扶。

疫情防控全覆盖

春节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五
溪大地形势严峻。

同时间赛跑，与疫魔斗争。全市
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党员干部勇敢
逆行，分兵把守各易地扶贫搬迁点的

“家门”，筑起群防群治的钢铁长城。
“请大家加强个人防护，避免前

往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避免接触发
热呼吸道感染病人……”洪江市湾溪
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宣传车每天
连续播报新冠肺炎防控知识，提醒群
众加强防护。

在辰溪县黄溪口镇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镇村干部每天进行拉网式巡
查，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和知识，严防人
员聚集、聚餐、打麻将，劝导搬迁户尽
量少出门、不出门，注重环境卫生。

作为全域贫困地区，怀化市十分
重视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疫情防控工
作，市、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充分发
挥调度、督导职能，坚持日报告、零报
告，县（市区）、乡镇和村认真落实属地
防控责任，落实落细防控措施。

重点人员管控全覆盖。1 月 22
日，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怀化将排查
重点地区回来的搬迁群众作为疫情防
控的“当头炮”，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细
致地开展了多轮排查，确保不遗留任
何一户任何一人。对排查出来的重点
人员，全部采取“一人一户一专班”，
落实居家隔离措施，严防输入性疫情。

宣传全覆盖。市县联席办在搬迁
群众中开展送６付“药”（即勤洗手、戴
口罩、宅家中、调心理、重饮食、不聚
集）活动，通过微信、宣传车、移动音箱
等方式，重点宣传市委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的防控指令和新冠肺炎防控知
识，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集中安置点和分散安置户值班值
守全覆盖。集中安置点严格落实怀化
市委“口袋”战术部署，即乡村（社区）干
部和搬迁群众志愿者组成战时管理团
队，扎紧出入“口袋”。所有安置点只留
一个口子进出，严格人员和车辆管理，
常态化展开消毒杀菌，严防死守。

多措并举，怀化市易地扶贫搬迁
疫情防控实现了以搬迁群众“自防自
治”为基础的“群防群治、联防联治”工
作新机制，做到疫情防控全覆盖。

关爱全覆盖

“真要感谢唐队长，让我们安心在
家隔离，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中
方县易地搬迁点莉坪社区工作队队长
唐玉元，每天带领“隔离专班”人员上
门消毒、测体温，送预防中药，还承担
起爱心代办的差使，帮居家隔离户购
置生活必需品。

隔离不隔爱。怀化对全市所有易
地扶贫搬迁户居家隔离的重点人员，
全部落实专人帮助采购生活物资，最
大限度地减少群众外出。

2月6日，一辆满载药品的顺丰医
药专运车停在了会同县连山工业园社
区门口。车上装着由黑龙江省济世堂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捐赠的价值5.39万
元的4900付预防新冠肺炎“一号方”。

连山工业园社区是会同县最大
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小区。社
区党支部第一书记粟明坤多方联系
黑龙江一中药公司，收到对方捐赠预
防中药。粟明坤和社区党支部、工作
队及小区管理委员会人员为小区居
民逐户送上门。“去年搬出山窝住新
房，今年疫情防控有免费药方，党和
政府太关心我们了！”安置户石定科
激动地说。

怀化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中广泛
开展“中药飘香、百姓安康”行动，为搬
迁群众提供免费的中药预防饮品，提
供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物资。辰溪、麻
阳等县还开展心理咨询，将党和政府
的关爱送到搬迁群众心坎上。

“抗击疫情，用‘心’陪伴，线上心
理咨询来啦！”２月６日，麻阳易地扶
贫搬迁联席办成立了心理援助小组，
将县里咨询专业团队的８位国家级心
理咨询师的联系方式推送到户，在线

上为搬迁户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社区居民都是从农村搬来的，突

发情况极容易造成心理恐慌，心理咨
询很有必要。”麻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小区龙升社区党支部书记范文忠介
绍。

后继帮扶全覆盖

3月4日，辰溪县城城南的中三源
电子扶贫车间一片忙碌。“已有 34 名
搬迁群众在这里做事了。”扶贫车间负
责人说：“车间的员工多半来自幸福家
园和锦滨家园两个易地扶贫集中安置
点的搬迁户。”

辰溪县坚持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后
续帮扶决胜战“双战驱动”，在保障搬
迁群众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一手抓外
出务工劳务输出，一手抓县内企业复
产稳岗。截至目前，全县易地扶贫搬
迁群众回岗就业2300多人，县内稳岗
就业1200余人。

两场战役一起打，后续帮扶再发
力。

怀化市按照“稳得住、有就业、逐
步能致富”的目标迈进。该市印发了

《2020年全市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区后续帮扶“20 条措施”推进落实行
动方案》，明确 19 个部门的牵头责任
和县（市区）、乡镇的属地责任。

突发的疫情给后续帮扶增添了新
的难度。该市对症下药，迎难而上。

就业乃民生之本。怀化推出做好
农民工返岗需求、企业用工需求“两需
求一贯通”10 条措施，以促进农村劳
动力、特别是贫困群众稳就业、保增
收，巩固脱贫成果。目前，全市13900
余名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统一乘车外出

务工。
“防疫那么紧张，我们能在家门口

工作，蛮好。”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
团乡藕荷新苑，易地扶贫搬迁户吴满
兰和龙礼秀说，通过县里的“留雁行
动”，在离家很近的食堂上班。

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就业。靖州
积极落实防范返贫致贫风险的各项具
体措施，开展“留雁行动”，积极开发护
林员、护河员、护路员、保洁员、治安巡
逻等扶贫特岗，优先录用搬迁群众就
地就近就业。

沅陵县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出台了扶贫车间招工用工、减免租金、
提供“复工贷”等优惠政策，帮助解决
防疫物资和用工需求。全县已有 14
家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员工主要为易
地扶贫搬迁户。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266
家 扶 贫 车 间 复 工 复 产 ，复 工 率 达
98.15%，4102名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
业。

“老杨，今年产业发展有什么打
算？是计划出去打工？还是在家发展
生产，你希望我们能提供些什么帮
助？”

2月底，在会同县马鞍镇小溪口村
易地扶贫搬迁户杨仁贵家，扶贫工作
队员带着《受疫情影响贫困户产业发
展需求、外出务工意愿及就业服务需
求信息采集表》，问需上门。

会同县压实责任，搬迁后产业发
展、就业务工、公共服务协同推进，确
保每户搬迁户产业后扶项目全覆盖，
产业后扶收入可持续，有劳动能力“零
就业家庭”清零，孤寡老残等特困搬迁
对象保障兜底。

既战疫情又战贫
——怀化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双战”纪实

周如意 刘 璐 何骞峰

“我是医护人员，穿上这身衣服我
就有责任。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完成此
次疫情防控救治一线的任务，决不辜负
党和人民的重托……在此，我郑重向党
组织申请：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近
日，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首批驰援黄
冈医疗队队员柳鑫珹，在战“疫”一线黄
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向党组织递交
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以生命立誓，用
行动写下入党的决心。

2017年7月，柳鑫珹毕业于邵阳学
院护理系，并进入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工作。在 2 年多的 ICU 临床护理工
作中，他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病人总
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就像冬天的一
把火，点燃了危重病人生的希望，被同
事、病人和家属亲切地称为“柳胖子”。

1月26日，当医院组织医疗志愿者
去支援湖北抗疫的消息一发出，柳鑫珹
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他说，须眉
不让巾帼，作为科室唯一的一名男护
士，他有责任挺身而出。

到达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后，
他主动请缨进入重症医疗组。第一天
就给湖南援鄂抗疫医疗队队长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身高1.7米、体重210斤的
柳鑫珹，在穿戴隔离防护服时动作非常
敏捷。每天连续工作 6个小时以上，不
吃不喝，在隔离室封闭的环境以及包裹
严实不透气的防护装备中，任凭汗水湿
透衣襟，仍然不厌其烦地为病人翻身、
吸痰、鼓励病人战胜疾病。

医疗防护服普遍以均码为主，对于
身材胖实的柳鑫珹来说，防护服成了

“紧身衣”，全身绷得紧紧实实，甚至无
法弯腰，这对他帮助患者排痰带来了极
大的不便，也增加了护理的风险。每次
给患者吸痰时，他只能跪在地上或者倾
斜整个身体，小心翼翼，生怕把防护服
撑破了。每做完一次吸痰，衣服就要湿
透一次。通常一个班次下来，衣服不知
要湿多少回。

在他精心护理下，他所负责的危重
患者都转危为安。其扎实的理论知识
及娴熟的护理技术得到了同事们的高
度肯定。“湖南小伙，好样的!”许多患者
纷纷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在工作中，他无惧艰险，任劳任
怨。每天，他要查看患者当天的症状和
问题，照顾危重患者的生活起居、卫生
处置以及心理护理，还要给患者擦身、
换衣物，不断地帮他们翻身……整天，
忙得像轱辘一样转。

“一天下来，脚像灌了铅一样的沉

重。有时，整个人都瘫痪了，头痛欲
裂。但再累，我也要坚持！”柳鑫珹坚定
地说。

同时，他照顾患者特别细心，在给
一些吞咽困难的病人进食时，他极具耐
心，方法也巧妙。由于护目镜面屏容易
起雾，听诊器也听不清楚，给病人放置
胃管时，只能盲插，没有石蜡油，他就用
生理盐水，慢慢地润滑患者的鼻腔，小
心翼翼地反复抽吸，并将胃管末端置于
盛满水的治疗碗内，直到冒出气泡，才
给患者喂食……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
站起身来，又大汗淋漓。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黄冈
战“疫”最前线，柳鑫珹和同事们已经
连续奋战了 40 多天，但他仍然像勇猛
的战士，义无反顾，冲锋在前，与病毒

“贴身搏斗”，用青春之火，点亮患者的
生命之光。

沅陵县太安社区“美桀电子”扶贫车间已复工复产。 瞿宏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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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俊 刘 芾 龙志和 张东红 付任华

疫情蔓延，战“疫”打响……
1670个坚定的身影，勇敢逆行；无

论山高路远、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大街
小巷，留下了他们无畏无惧的足迹。

1670 盏明灯，点亮了数百万娄底
人民的希望之光；无数次过家门而不
入，冷落了自己的家而温暖无数个家
庭。他们，就是战斗在娄底抗疫最前
沿的逆行者——全科医生。

一袭白大褂，一把体温枪，一摞登
记册，一个医药箱，一只医用口罩，这
就是他们的全部装备；13102 个网格，
筛查 1456830 户，健康登记 76620 人，
大数据体现的是巨大的工作量；无数
个不眠之夜，在娄底疫情防控一线，这
群可爱的人，放下家中的一切，不计个
人安危，用辛勤的汗水乃至生命，筑牢
了基层防疫堡垒，为群众健康坚守好
第一道防线。

娄底市卫生健康系统按“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原则，构建了市、县、乡、
村（社区）、组（小区、楼栋）五级网格，
充分发挥全科医生、乡村医生基层网
底作用，以“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网
格，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隔
离重点人群、保护易感人群四方面着
手，全面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全覆盖。

依托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的力
量，娄底建立专业医生服务团队，向所
辖区域内每个网格派驻一名专业医生
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全科医生和基层
医务人员负责整个网格内居家医学观
察人员检测、发热病人转诊、参与流行
病学调查、评估、甚至上门应急处置等
工作。他们敲开村民的房门、坚守在
交通要道、行走在泥泞山间、身着防护
装备，不厌其烦又耐心细致的为村民
测量体温、记录信息、摸排人员、解答
疑惑，将各项指令严格执行，将各项工
作落实到最细微处。

用“全科能量”守护一方净土

娄底市卫健委将所有全科医生和
乡村医生融入网格化管理。他们与村

干部建立微信工作群，与村民建立微
信服务群，与医生建立业务交流群。
交流工作经验和心得，快速响应落实
工作指令。在冲锋一线的同时，向网
格内群众进行个人防控知识培训，对
焦虑患者进行情绪和心理安抚；与居
家观察者对话，解答疑惑和生活所
需。利用贴近群众的优势，充分发挥

“全科能量”。
“太辛苦了，每天准时上门，让我

们更加安心放心！”3月 5日，冷水江市
布溪社区的返乡人员潘某为全科医生
潘佑民的上门服务点赞。测体温、询
问健康情况，潘佑民非常细致，他笑着
说：“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马虎，一个
小漏洞就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问题。”

冷水江布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承担了武汉返乡人员和确诊病例密
切接触人员共167人、乘坐密闭交通工
具 回 乡 人 员 1460 人 的 健 康 随 访 工
作。谢春玲、张志超、潘佑民等 6 名全
科医生，既是社区医疗网格的负责人，
也是执行者。全科医生们在疫情防控
的同时，为大家采购生活物资、讲解防
疫知识、介绍防疫动态，甚至利用全科
知识看病开药。

“我是全科医生，我必须上，你们
先回家过年！”1 月 22 日，冷水江市第
一例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出现在三尖
镇。全科医生刘兵得到消息后，放下
行囊，主动加入疫情防控党员突击
队。由于人手不足，除了点对点服务
疑似感染者外，他还承担了防控物资
对接领取与发放、武汉返乡人员的排
查与监测、入户检查和对接送诊定点
医院等工作。在防控的第一线，他吃
着方便面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连
续高强度地奋战，他终因体力不支病

倒在床，稍有恢复，他又拔掉针头拿起
了测温枪。

疫情发生初期，涟源市渡头塘镇
全科医生李立军，充分发挥“头雁”作
用，利用全科知识和防疫手册，有针对
性地研究防疫处置手段，并多次联系
卫健部门和专家。“防疫是一场阻击
战，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必须尽快全面
掌握知识，传授并带动乡镇所有医护
人员参与。”他组织卫生院以及乡村医
生学习疫情预防与控制技术，科学设
立预检分诊室和发热门诊，他带领的
团队共接诊发热病人187人次，跟踪观
察武汉返乡人员 39 人，服务密切接触
者111人，守护了一方安宁。

以“全科使命”践行初心誓言

“越是艰难越要向前。”娄底是全
国率先实施全科医生驻村全覆盖的市
州，全科医生每天走村入巷，熟悉村里
情况、了解村民健康，长久的基层服
务，他们早已与村民打成一片。对于
他们来说，疫情防控，就是一场家园保
卫战。

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时候，他们做
不到一级防护，只有小心应战。他们
同时间赛跑，用最实在的方式，与病毒
较量。

“替我向爸爸磕头，做完事情马上
回！”1月 31日，在娄星区茶园村，正在
上门为重点人群检测体温的90后医生
刘述林，得知身患癌症的父亲过世，她
强忍悲痛，直到把任务完成，才心急如
焚地飞奔回家。简办丧事后，她又回
到了工作一线。每每回忆起父亲，她
总是泪流满面：“不孝啊，最后一面都
没见上，不过相信爸爸能理解，因为我
是为了守护好更多的人。”

1 月 28 日，娄星区松江村有一例
新冠肺炎患者确诊，驻村医生谢桂花
主动请缨。考虑到她心脏不好，卫生
院拒绝了她的要求。“危险的地方不让
我去，那其他要求必须满足我。”她随
即要求参加居家观察人员驻点工作，
谁家里有什么困难，谁家里还有多少
粮食，她最清楚。

在新化县，上渡街道全科医生刘
俊鹏，坚持驻守集中隔离点，儿子生病
了只能托人送药，而隔离人员有什么
需求，他总是第一时间细心周到的服
务。坐石乡全科医生黎新辉，主动承
担18名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监
测任务，困了在点上打个盹，饿了吃方
便面充饥。西河镇铁山村卫生室萧秋
林、太平村卫生室陈新兵，向村民免费
发放口罩，主动参与村级防疫。

疫情面前，广袤的农村成就了全
科医生，他们或驻守隔离点、或对接密
切接触人群、或走村入户、或提供物
资，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时刻坚
守防线，构建起了基层防疫的坚固堡
垒。

以“全科坚守”迎接明媚春光

全科医生的坚守，获得了群众的
认可。不少村民由衷地说：“平时全科
医生就是我们的健康主心骨，疫情当
下，更成了咱安心居家的精神支柱。”

在涟源市湄江镇泮田村，龙长春
既是村支部书记又是驻村全科医生。
他每日上门为泮田村所有“三类人员”
与乘坐密闭交通工具回涟人员测量两
次体温，直至医学观察期结束。防疫
工作以来，他把家搬进了自己的小货
车，不是在村口值守，就是在村里巡
查。得知村民防护物资缺乏，他辗转

联系，免费给村民发放体温计 50 个、
84消毒液60瓶、酒精20瓶、口罩1400
只。龙长春说：“都是分内之事，只要
大家团结一心，相信很快就能扫除阴
霾，迎接曙光。”

“以前都是大家帮助我，这回我要
用自己的行动报答大家。”3月 8日，在
双峰县印塘乡柿心村，驻村医生杨鹏
正通过微信向村民传授防疫知识。因
患病腿脚不便，杨鹏曾被列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不仅甩
掉了贫困帽，还取得了执业助理医生
资格证，成为了驻村医生。防疫工作
中，他主动协助镇村干部，测体温、报
资料、宣传防疫知识，成为了村民健康
的“守门员”。洪山殿镇政协委员、全

科医生周仁甫主动请缨，到疫情防控
一线参与诊治。不仅如此，他还带动
10 余名政协委员成立志愿者突击队，
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跑。他说：“我们
不打赢，不退兵，不回家!”

正是有这些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
的无畏坚守，筑牢了基层疫情防控的
安全堡垒，他们用默默的奉献和坚守
来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他们中有 60
多岁的老党员，也有20多岁的年轻人，
更有从事乡村医生 50 余年的老前辈，
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无私的
奉献谱写了疫情防控的“五线”谱。

他们奋战一线的身影，驱散了阴
霾，为村民们送去了温暖的春光。

娄底战“疫”全科医生在行动

彭 颖 席海舰

“复工以来生产经营中有什么
困难？国家最近出台的支持企业
复 工 复 产 的 税 收 政 策 你 们 了 解
吗？需要我们帮你们解决什么问
题？”近日，张家界永定区税务局党
委书记、局长唐卫带队深入张家界
市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详
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的生产情况，
征询企业涉税需求，推送税收优惠
政策，并鼓励企业坚定信心，全身
心投入生产。

疫情当前，为进一步推动辖区
内企业复工复产，永定区税务局紧
跟上级部署，迅速行动、主动靠前、

统筹推进，开展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专项行动，通过组织力量分批走
进企业问需、问计，积极落实上级税
务部门疫情期间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强力税务
支持。

唐卫表示，为全力做好特殊时
期各项涉税保障措施和税收政策宣
传，该局创新优化工作机制，整理汇
编优惠政策，建立了从上到下分片
包干的工作体系，全员上阵对辖区
内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的
涉税专业服务，与复工复产企业并
肩作战，“税企同心”共度时艰，让企
业切实感受到疫情防控形势下的

“税务温度”。

永定税务：“税企同心”全力推进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