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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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薇

“钟护士，我转到南4楼24床了。”
3月14日，钟晓平看到这条信息后，笑了。

这意味着，这名患者的病情已明显
好转，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

“他刚送进来时，病情比较严重，医
院还曾下过病危通知书。这期间，一直
是我在照护他，有什么情况他也会积极
与我沟通。他的年纪与我爸爸相仿，我
称他为‘贾叔叔’。”1月26日以来，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护师钟
晓平作为湖南省首批支援武汉的医护
人员之一，一直待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重症监护室。

身处“风暴”中心，但钟晓平的内心
很平静。在这里，她忙得没时间害怕。在
这里，一个重症患者、一个快递小哥、一
个扫地阿姨、一个年轻护士……这些素
昧平生的人，都会激发她的战斗动力。

3月5日，她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

“一天洗手上百次很正常”
送到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

的患者，都是躺在床上、连着机器，被推
进来的。2月初，因为医院人手不足，钟
晓平看护的患者数量逐渐增加。

2月4日这天，她看护了9个患者。
从中午1点到下午6点，钟晓平几乎没
有休息时间。“往往是，正在给一个患者
喂饭，那边铃声响了要换药，我就赶紧

跟喂饭的患者解释一下。然后，洗手，换
药，再洗手，再喂饭。”为了避免交叉感
染，每对一个患者完成操作，钟晓平就
需要洗一次手。

“一天洗手上百次很正常。由于长
时间戴着手套，我的手也被捂出了痱
子。”钟晓平坦言，在这里进行的每一项
护理操作都比日常要难，所花费的时间
也会翻倍，“比如输液找血管，我们很多
时候都是靠手感，但带着手套去摸的
话，那就对技术要求非常高了。”

长时间穿着厚实的防护服工作，钟
晓平经常汗流浃背。之前她还跟同事笑
称自己“皮糙肉厚”，没想到戴了几天口
罩和护目镜以后，脸上也开始长痘化脓
了。

“有一种同舟共济的感觉”
在钟晓平的工作中，有一项操作风

险极大——采集病人咽拭子标本。
采集咽拭子标本时，钟晓平需要将

棉签伸到患者的喉部，蘸取黏液。这样
一个打开口腔哈气的动作，患者的鼻腔
将直接面对护士，会产生大量哈气。由
于喉咙有异物，患者很容易咳嗽。一咳
嗽，大量的飞沫就喷在钟晓平的面罩
上；如果防护稍微不到位，被感染的风
险很高。

有一次，她为一名医生患者做咽拭
子标本，就在钟晓平把棉签伸进他的口
腔之前，这名患者对钟晓平说：“你放
心，我一定会忍住不咳嗽的。”

还有一位年长的重症患者，戴着呼

吸面罩时突然呕吐，情急之下钟晓平来
不及多想，冲上去一把取下了患者的呼
吸面罩，对方直接吐在了钟晓平身上。

“我当时没考虑太多，因为患者的呼吸
面罩不及时取下来，他的呕吐物很可能
会让他窒息。所以，我必须这么做。”

钟晓平认为，这里的每一位医护人
员都值得敬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大
家彼此都不认识，但有一种同舟共济的
感觉。”

“武汉的樱花一定开得更美”
一天，一个患者突然问钟晓平：“你

是从哪里来的？”
“湖南来的。”钟晓平答。

“哦！你们来了，我们就放心了。”病
床上的人声音不大，钟晓平觉得心头一
热。

有一个叫“武汉志愿者”的微信群，
群主是一名快递小哥，钟晓平被拉进了
这个群。有一次，她乘坐志愿者的“爱心
车”下班。下车时，她跟司机说了声“谢
谢”，司机对她说了一句很熟悉的话：

“你们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还有一天，钟晓平要照护8名病情

较轻的患者，繁琐的工作让她从早晨一
直忙到中午12点还没歇气。这时，旁边
一个大叔坐起来，笑着对她说：“姑娘，
我给你看着，你去吃饭吧！你的辛苦，我
们都看到了。”当这位大叔颤巍巍地举
起大拇指时，钟晓平强忍着鼻酸，感动
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身边医护人员的坚守，也给了钟晓
平满满的信心。

一名男医生的爸爸被感染，甚至进
了重症监护室，但男医生仍然坚守值夜
班；一个在病房做卫生的阿姨，身材瘦
小，每天穿着宽大的防护服步履蹒跚地
收集患者用过的卫生纸、吃过的餐具等
垃圾，从不迟到；还有一个1998年出生
的男护士，总是抢着干活，忙完了自己的
活还总要给其他人帮忙，从不抱怨……

“我们都在努力，所有的医护人员
都在努力，全国人民都在努力，武汉一
定会越来越好！你看，外面的太阳正在
给我们加油鼓劲！等一切都过去了,武
汉的樱花一定开得更美。”其实，微笑着
的钟晓平，比樱花还美。

亲爱的妈妈：
我很想您！
从小到大，我从未给您写过信。

从姨妈那里得知最近您总是在家中
偷偷哭泣，我不知如何开口劝慰，就
给您写封信吧。

离开长沙的那天，我轻描淡写地
跟您道了别，怕您哭出声来。对不起！
原谅女儿的不孝，我对您说了谎，确
实是我主动报名来武汉的。主任曾反
复问我：你真的愿意吗？是的！我愿
意。与其在家里看着新闻流泪，不如
成为“逆行者”中的一员。湖北是爸爸
学习工作了近 20 年的地方。如果他
还在世，他一定会支持我。我们这代
人，也许懒散，也许叛逆，但我们从不
缺乏爱国之情。

在武汉工作快一个月了，我们
早已从最初的不安变得从容。我们
的工作是对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里
有需求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帮助
他们调整心态，积极应对疾病带来
的身心伤害。在这里，每一位患者都

是特别的。我们感受着普通人的喜
怒哀乐，体会着武汉人民的善良与
坚强。

妈妈，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住所
员工、志愿者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
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补充营养、改善
生活。路上偶然碰到的保洁阿姨向我
们鞠躬：“谢谢你们来救武汉，辛苦
了！”我们感动了他们，他们也感动了
我们。我希望能为武汉人民做得更
多，做得更好。

武汉的樱花已经开了。武汉正在
逐渐腾退定点医院，我们的胜利可
期。妈妈，希望明年这个时候，能带您
来这里，看看爸爸母校武汉大学盛开
的樱花。

您的女儿 薇薇
2020年3月16日

（作者：湖南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
队队员、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科医师
朱薇薇）

(通讯员 石荣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3月15日 星期日 晴

昨天，在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
中心重症监护室里，一床的阮叔叔
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主动提出要和
我合照留念，还说出院以后要认我
做干女儿。工作5年多了，虽然经常
被患者当面表扬，但要被认做干女
儿还是头一回。

第一次见阮叔叔，他眉头紧锁。
虽然神志清醒，但呼吸功能很差。为
了更好地帮助他，我找来气球、大口
径的吸管和橡皮筋，将气球紧紧扎
在吸管上，制作了一个简易的“肺部
锻炼仪”，每次值班就督促阮叔叔吹
气球。刚开始，他有些困难，我在旁
边指导他慢慢调整呼吸，鼓励他不
要害怕。现在，阮叔叔可以坚持5至
10 分钟了。我还在他的手机里面下
载了一些正念冥想的音频，帮助他
舒缓情绪、改善睡眠。配合医生的治
疗，阮叔叔现在的血氧饱和度保持
在95以上。平稳有力的呼吸，深度舒

适的睡眠，让他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阮叔叔平常很讲究，每天在家

都要喝上一杯茶。住院以后，他一直
没机会喝上茶。我听说之后，特意将
自己备的一罐茶叶带到病房送给
他。有空的时候，为他泡上一杯热
茶，看着他喝。他那一脸的满足，让
我感到开心。

今天进病房的时候，看到阮叔叔
正在和妻子视频，叔叔拉着我和阿姨
打了个招呼。他对妻子说：“这是丹丹
护士，她昨天帮我剃了胡须，修剪了
指甲，感觉舒服多了。在医院每一天
都可以准时吃上营养餐，医护人员在
病房精心治疗和护理我们。有他们
在，我安心，你也要放心。”

阮叔叔的病情正在慢慢好转，希
望他早日康复出院，回家陪伴家人。

湖南省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
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
罗丹

（通讯员 刘莉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3月15日 星期日 晴

不知不觉，今天已是我们支援
黄冈的第23天。

今天，特意提早来到病房给患
者发早餐，因为我们这里 84 岁的丁
奶奶要出院了。丁奶奶是一个轻症
患者，但基础疾病比较多且复杂，
行动不太方便。一日三餐和生活起
居都需要我们协助。我们把丁奶奶
的病房安排在离护士站最近的一
个房间，方便大家随时去照看。

丁奶奶特别慈祥乐观。我们来
自不同的城市，语言不通。丁奶奶说
的话，我要很认真去听，听一半猜一
半，才能明白个大概。偶尔理解错了
丁奶奶的意思，她也只是笑笑。今
天，白天轮到我值班。为了不让丁奶
奶饿肚子，我特意早早来到病房给
她喂早餐。现在，丁奶奶不咳嗽了，

精神状态也好起来了。得知今天可
以出院，她早餐也比平时吃得香，格
外开心。

吃完早餐，办完出院手续，我
扶着丁奶奶走出病房。在见到阳光
的一刹那，我从丁奶奶脸上看到了
欣喜。春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她
脸上。这些天朝夕相处，丁奶奶就
像我们的亲人一样。在阳光的照射
下，穿着防护服的我像蒸笼里的馒
头一样闷热，但丁奶奶那些不太清
楚的、表示感谢的话语像春风一样
拂过我的心头。让患者重见阳光，
走进新生活，就是每一个医务人员
不畏生死来到抗疫前线的最大心
愿吧。

湖南省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
湖南省儿童医院护士 田晶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李雅雯 整理）

明年来看
爸爸母校的樱花

出院后
叔叔要认我做干女儿

84岁的丁奶奶出院了

抗“疫”群英谱

“你们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首批支援湖北国家医疗队队员、湘雅二医院血液净化

中心护士钟晓平

钟晓平在病房工作。 通讯员 摄

一线战“疫”日记

春耕备耕不误农时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任泽旺 乐水旺 胡万开）
3 月17日上午9时，江永县农业农村局
高级农艺师周运文打开手机，通过微信
群与种植户互动。大家把春耕春播中遇
到的问题，拍成视频或图片上传，请周
运文“把脉”“开方”。

11时，江永县桃川镇建安亭村生姜
种植户周文斌，按照周运文开的“微信

药方”，在挖好的姜沟追施草木灰。周文
斌说，每次他把问题反映到微信群，都
能及时得到解答，方便、省心。

春耕春播在即，永州市1000多名农
技员活跃在村民中，他们借助通达乡镇、
村和社区的“智慧党建”视频系统、广播

“村村响”、微信、抖音等平台，开设“智慧
乡村讲堂”“专家视频热线”“农技知识微
信群”等，通过“专题讲座+现场直播+在

线答疑”等形式，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及时
为广大农民答疑解惑。同时，还深入田间
地头手把手进行“一对一”指导。这些农技
员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网红”农技员。

宁远县农技员通过微信交流平台，
为26家农业企业、260名种养大户提供
专业技术服务，深入田间服务 660 次。
双牌县五里牌镇年过半百的农技推广
站站长马铸国，今年学会了用抖音搞科

普，还深入田间服务100多次。
这一线上开课堂 、线下抓服务的

模式，既可避免人群聚集，又能及时为
农民群众解决春耕春播遇到的难题，深
受大家喜欢。在这些“网红”农技员的助
力下，永州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春耕春播进展顺利。到目前，该市共落
实粮食生产计划776.62万亩，比上年增
加8.02万亩。

“网红”农技员助力春耕春播
永州落实粮食生产计划776.62万亩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朱孝荣 曹思）除草、松土、
浇水、插苗……3月10日，资兴市八面
山瑶族乡团桥村农民土地流转专业合
作社的木通果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新
翻泥土的气息，20 多名社员冒着小雨
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身后，一排排刚冒
出嫩芽的木通果苗立在地里，预示着新
年的美好希望。

资兴市一手抓防疫、一手抓春耕生
产，出台支持农业农村稳定发展 10 条
政策措施，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有序做好
复工复产、经营服务工作。协助农民合

作社、农业基地等，购买防疫物资，备足
种子、肥料、农药、兽药、饲料等农业生
产物资，确保农资供应渠道畅通。对农
民合作社提出的生产技术咨询，市里几
十名农业科技特派员，采取视频、电话、
上门等方式提供服务，解决合作社生产
技术问题130多个。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该区鼓励市
内金融机构在原有贷款利率基础上
下降 15%以上，疫情期间新投放农民
合作社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涉农企
业的贷款，给予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50%的贴息补助。帮助农民合作社等
经营实体，申报最高额度为 15 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建立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在各
乡镇街道设立联络点、确定联络员，
对当地合作社、农户滞销农产品登记
摸底，然后协调各商场超市采购、销
售本地农产品，形成“自产自销”长效
机制。

实行县乡村三级干部点对点帮扶，
切实帮助农民合作社解决实际问题。截
至目前，资兴市658个农民合作社已全
部复工复产，组织2万多名社员及劳动
力，种植各类树苗680 余万株，种植蔬
菜、中草药近 2 万亩，投放鱼苗 2 亿余
尾。

资兴市：农民合作社 复工生产忙
种植各类树苗680余万株，种植蔬菜、中草药近2万亩

湖南日报 3 月 17
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唐志卓 何致浩）
3 月 15 日，安仁县组织
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
户等 100 余人，在永乐
江镇开展集中育秧技术
现场培训。在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
该县全面推进早稻生
产，做到疫情防控、春耕
生 产“ 两 手 抓 ”“ 两 不
误”。

当前正值早稻育
秧的关键时期，该县抢
抓季节、进度，落实早
稻生产安排。县里以专
业化育秧为引领，以种
粮大户、合作社、家庭
农场、地方育秧能手等
经营主体为主导，建设

“万、千、百”示范基地，
其中县级万亩示范片2
个、乡镇千亩示范片16
个、村百亩示范点 30
个。

通过政策推动促
面 积 落 实 、企 业 带 动
促 整 村 推 进 、大 户 联
运 促 规 模 种 植 、服 务
拉动促生产提升等措
施 ，该 县 整 合 农 业 专

项资金 1500 万元，对粮食生产、收
储、加工企业自主创办粮食生产基
地的，给予奖补。对种植 800 亩以
上的“稻稻油”示范片实行早稻包
育秧、包插秧，免费为种植早稻 50
亩 以 上 的 种 粮 大 户 ，提 供 早 稻 种
子。依托生平米业、鑫亮粮油、犇犇
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等社会化服
务 组 织 ，实 行 高 档 优 质 稻 订 单 生
产，推动早稻整村推进制示范；组
织种粮大户合作开展春耕生产，共
用农机，团购农资，降低农业生产
成本。

目前，该县已落实早稻面积近29
万亩，比上年增加5.4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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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市：108级绿波美如画
长沙最高梯田茶园开园采摘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曼
斯 通讯员 龚再蓉）3月15日，春光明
媚，宁乡市沩山乡沩峰村村民高秧清与
同伴一道，再次来到八角溪水井冲祖师
茶园采摘今春头茶。这处茶园属湖南沩
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基地，最高
海拔超过700米，108级梯田高度落差
达150多米，是长沙最高的梯田茶园。

据了解，这座茶园108级梯田分布

于 150 多米高的山坡上，总面积近
1000亩，形成颇具特色的景观。每年春
夏季节，都会有不少游客到此观光。同
时，茶园土壤富硒，其产品早在2005年
就通过欧盟有机认证。此后，欧盟技术
人员每年都会专程到此，就土壤、水、空
气、鲜叶、干茶等进行采样检测。所产茶
叶，出口欧盟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此次采摘的茶园面积有200亩，于

3月13日正式开园，预计头批可采摘加
工干茶500公斤左右。这种茶叶品质优
良，市场售价达每公斤6000元。茶叶采
摘，是当地村民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
去年，湖南沩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发
放茶叶采摘工资300多万元。公司董事
长黄雪钦介绍，去年的暖冬气候，加上
精心做好日常管护，是今春茶园开园采
摘时间早于往年的重要原因。

3月17日，道县梅花镇斯屋村，农民在田间进行管护作业。时下正是春耕时
节，当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春耕生产。从空中鸟瞰，覆膜的田垄与田间劳作的农民
交织在一起，宛如一幅美丽画卷。 蒋克青 摄

春耕田园美如画

湖南日报 3月 17日讯（记者 李
治 王文 通讯员 彭帅）春分将至，气温
回暖，正值春茶采摘期。长沙县农业部
门今天透露，全县 10 万亩茶园预计上
半年可实现茶业产值14.6亿元。

经过一个冬季的休养，为了让消费
者喝到新茶，长沙县多处茶园内，随处
可见采茶忙。开慧镇葛家山村金湘园内
的3500余亩春茶不负春光拔节生长，

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当地战
“疫”采茶两不误，力求茶业稳产增收。
“茶香小镇”金井镇现有茶园30000余
亩，各茶园每天1000余名采茶工人抢
摘春茶，日采茶量近5000公斤。

为确保产销两旺，金井茶业有限公
司选用县域内合格的采茶工，统一发放
防护设备。公司自有茶园6000多亩，首
批春茶已经上市，销售供不应求；湘丰

公司今年将加强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
同时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聘请专家加大
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力度。

眼下，长沙县正抓紧打造“百里茶
廊”，力争建成全国通过产业发展实现
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实现处处“有景
可看、有活可干、有钱可赚”。预计今年
长沙县干茶产量突破8万吨，茶业综合
产值预计突破40亿元。

长沙县：清茶十万亩 春采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