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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黄冈3月17日电（记者
邹晨莹 辜鹏博）今天上午，湖南支援
黄冈医疗队负责的最后 20 名新冠
肺炎非重症患者出院。其中，16名患
者前往集中隔离点，4名需治疗其他
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转至黄冈市中心
医院老院区。

今天出院的患者中，包括一位
任职于黄州区中心医院的医护人
员。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邵阳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主任医师颜寒
斌尤其关注这位“21床战友”的病情
变化。“他来的时候呼吸频率超快，2
月7日转进湖南ICU，我就怕他挺不
过去。”颜寒斌说，能帮助“战友”出
院，他的心情非常激动，“这是对一
线医护人员极大的安慰。”

在西六区，记者碰到已经收拾好
行李的“9床奶奶”。老太太开心极了，
拉着护士们分享抖音上的搞笑视频。
她对湖南来的医护人员赞不绝口，不
停地用黄冈话说：“竖一个大拇指不
够，要两个大拇指。”

“咱们多费心些，别把麻烦留给
当地。”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
西六区护士长海娜叮嘱战友们做好
清扫病区、折叠棉被、清洁设备等工

作，以便与黄冈市中心医院的医护
人员做好交接。

医疗设备、防护物资整理完毕
后，湖南医疗队队员们陪伴患者走

出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一路向阳，
春暖花开。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杨茜 熊力颖）连日来，全球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不断攀升，许多国家和地区防
护物资告急。昨天上午，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紧急筹集的首批2万余只口罩发往西班牙
和德国。

欧洲疫情持续恶化，意大利确诊病例突
破2万，西班牙的确诊病例仅次于意大利。
此外，德国、法国、瑞士、英国等疫情也较为
严峻。爱尔眼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紧急筹
集一批防疫物资支援国际防疫。据了解，继
本次首批物资捐赠之后，爱尔眼科将马上启
动第二批防疫物资5万只口罩和第三批10

万只口罩定向捐赠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
在发往西班牙、德国的抗疫物资包装

箱上，写有赠语“急难有情，情有馀兮”，表
达了共克时艰的心愿。在国内疫情最为严
重的时候，爱尔眼科欧洲分部第一时间迅
速行动，多方筹措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
资，包机运到湖南。截至目前，爱尔眼科欧
洲分部累计向国内发回口罩7.5万只，护目
镜 2 万副，防护服近 1.5 万件，一次性手套
3.6万副，有力支援了国内的防疫工作。

爱尔眼科集团董事长陈邦表示，疫情
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全世界人民应该手
拉手，同呼吸，共命运，一道战疫。

爱尔眼科爱心物资
驰援欧洲疫情防控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婷 欧阳林 尹萍

3 月 17 日 15 时，岳阳火车站进站口，
4 名“红马甲”神情专注，悉心查验乘客的身
份证和车票，引导大家接受体温检测，做好
登记。“特殊时期，为了大家的安全，请您理
解配合。”志愿者徐波耐心解释道。

徐波是岳阳环保志愿者，从2月1日开
始，他和10余名伙伴在火车站进站口轮班
值守，已经坚持了 46 天。他说：“没觉得辛
苦，就当是锻炼呢。”

志愿者，就像寒冬早春的一缕阳光

疫情就是命令。1月30日，岳阳市文明
办、团市委、市志愿者服务组织联合会，倡
导、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行动。

先忧后乐，舍我其谁。广大志愿者深入社
区开展疫情防控服务，在小区门口摆桌设卡，
登记信息，宣传防控知识，测量体温，维护秩
序。“您的体温是36.5摄氏度，请登记后进入
市场。”3月3日上午，岳阳县公田镇菜市场入
口，北京协和医院细胞生物学在读博士生吴
鹏，冒雨为入场群众量体温。路人纷纷向她投
来赞许的目光，“博士生为老百姓服务，这个
妹子不错！”

临湘市与鄂南接壤，作为岳阳防疫最前
线，该市对4815名湖北返乡人员进行居家
隔离，组织近万名志愿者，为隔离人员提供
送餐、采购物资、心理疏导等点对点服务。

从农历正月初三开始，岳阳楼区税务局
干部陈华就组织26名志愿者，分为8组每天
在火车站、高铁站、医院、社区、公交站台、广
场喷药消毒。他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背着沉重的消杀装备，每天作业10个小时，

一天走2万多步是常事。很多年轻队员一天
下来，累得饭都吃不下。

朴实的话语，成了这个春天最
温暖的告白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1 月 29 日晚，为
了让老百姓了解疫情，岳阳经开区西塘镇
花元村老党员杨发仁连夜创作《抗击病毒》
快板三句半,随后，村里38名党员志愿者组
建了宣讲疫情防控知识党员突击队。次
日清晨，他们自发组织8辆车下村，擂鼓亮
嗓 ：“ 快 板 一 打 响 天 连 ，党 员 志 愿 搞 宣
传……”一天下来，他们跑遍31个村民小组。

宣讲防疫，鼓舞信心。一个月来，岳阳城
乡广大志愿者驾驶装上喇叭的宣传车辆，进
社区、下村组宣传防疫知识7600余次，发放
宣传资料手册36.385万份。

“帅哥，请您帮我去门口接个快件”“小
哥，请帮我复印几份学习资料”……连日来，
岳阳楼区新陶园酒店客房部经理陶志手忙
脚乱，为62名涉鄂返岳集中隔离观察人员
采购水果、牛奶、零食等。3月3日晚，陶志收
到一位网名为“湖北客人”发来的微信：“谢
谢陶经理，让我隔离观察的日子比在家里还
舒服。”

最令人敬佩的是，岳阳市首支援鄂医
疗队的20名志愿者，全部来自平江县第一
人民医院。“到武汉去，到疫情最严重的地
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月21日
深夜，勇士们抵达武汉，经过 3 天集训后，
进驻金银潭医院，打响了治病救人的战斗。

一个个平凡人物、一件件小事，汇成了
岳阳学雷锋、抗疫情的涓涓暖流。这些平常
百姓的朴实话语，成了这个春天最温暖的
告白！

宛如满天星 硬是一团火
——岳阳志愿者学雷锋献爱心剪影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任泽旺 蒋一田

3月16日清早，江永县凤凰社区粮食局
小区，今年91岁高龄的周成志来到小区门
口，把自己编写的防疫顺口溜贴在墙上。他
发现，这几天随着疫情好转，不少居民开始
松懈，而现在是防疫的关键时期，他想通过
这种方式，提醒大家注意，不能功亏一篑。

周成志的举动，引得居民纷纷点赞，但
又担心他太累，不少人劝他多休息。周成志
微微一笑：“不累，我还年轻，我是‘90 后’
呢！”

社区负责人陈卫全介绍，周成志是一
名有着43年教龄的乡村小学退休教师，也
是一名老劳模。1960年6月，他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文教卫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享
受全国劳模待遇。1991年，周成志退休后，
长年坚持宣传雷锋精神，身体力行学雷锋。

粮食局小区地处城郊接合部，是一处
老旧小区，没有物业、保安，治安状况和环
境卫生较差。

周成志在小区开辟学习雷锋精神宣传
栏，自费印制宣传资料发给大家，牵头组建
学雷锋服务队，谁家的水龙头坏了、电器出
小毛病了，志愿者便上门义务修理。他还组

织小区开展联谊活动等。
1992年，周成志见小区的孩子们下午

放学时，大部分家长还在工作，他便在家里
开办免费“4点半”学校，自费买来书籍、学
习用品等，组织孩子们学习、做游戏、讲雷
锋故事，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现在，周成
志辅导的孩子，有 10 多人考上了重点大
学。大学毕业、主动选择在凤凰社区工作的
陈培元说，是周爷爷的悉心指导，让他坚定
了到基层服务的理想。

记者来到周成志的家，只见他家里摆设
简陋，家具都是上世纪80年代打制的木头
家具，棱角都已磨去。邻居们向记者介绍，周
老和老伴都有退休工资，两个孩子在县城工
作，一个孩子在省城工作，经济条件并不差，
但这些年，他们把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
都用在助学、为地震灾区捐款等公益事业上
了。

今年发生疫情后，周成志主动组织志
愿者开展防疫工作。2月24日，他与老伴来
到县总工会，为抗疫捐款2.5万元。

周成志说，我上不了抗疫一线，希望能
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周成志带动下，小区居民已为抗疫
捐款捐物7000元，目前，捐款活动还在继
续。

小区“雷锋”是名“90后”

湖南医疗队收治的非重症患者
全部出院

3月17日，湖北省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治愈患者在医护人员陪同下，提着行李陆续前往隔离点。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生成

“您老人家腿脚不太方便，就不
要去了。”

“抗疫如战场，我是一名老兵，哪
有不去的道理？”

这两句对话发生在永州市东安
县紫溪市镇五里牌村抗美援朝老兵
周祖光跟他儿媳秦东兰之间。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当中，遇到
走村串户发送宣传单、告知书等事
情，周祖光总要戴上口罩，与担任村
妇联主席的秦东兰一起出门忙活。周
祖光说：“作为退役老兵，我不仅不能
给疫情防控添乱，还有责任为抗疫做
点什么。”

停办生日宴

周祖光1930年出生，1950年12
月参军入伍。他和秦东兰都是共产党
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要求儿媳
第一时间将市县、乡镇的工作部署告
诉自己，总想着国家有难，个人不能当
旁观者，要响应国家号召多出力。

他主动当起了村里的防疫义务
“巡视员”、检查站“检视员”，协助村
干部对进村车辆严加盘查。秦东兰走
村串户发疫情防控宣传单、张贴东安
县疫情防控“八个一律”画页时，他总
要跟着去，当一名帮手，还逢人劝道

“莫聚会，莫拜年，室内通风常洗手，
出门口罩不离口……”乡亲们回答他
说，您老请放心，这么大年纪还上门
劝导，我们肯定遵守国家规定，防疫
期间不会相互串门了。

疫情防控初期，很多村民买不到
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周祖光打电
话给在县城工作的大儿子周克军，嘱
咐他以最快速度买回一批防护物资。
物资运回村里后，他马上将口罩免费
发放给村民，还在房前屋后进行喷洒
消毒。

年前，儿女们早早商定，在春节
期间为老父亲操办 90 岁生日宴，正
当全家上下忙着准备生日庆典时，东
安县委发布疫情防控令。得知消息
后，周祖光立即决定取消寿宴，面对
家人不理解，他解释说：“疫情防控是
大事，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这个老兵
不能给国家添乱。”在周祖光感召下，
五里牌村春节期间停办多场喜事，减
少了人员聚集。

深藏功与名

周祖光这位老兵退役不褪色的
初心闪耀，感动了众乡亲，记者在他
家看到所珍藏的两枚镌刻“和平万
岁”4个大字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更加
感受到他“深藏功与名，勤恳一辈子”
的高风亮节。

1950年12月，20岁的周祖光响

应祖国号召，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革
命战士。1952年底，周祖光所在部队
临危受命，蹚过鸭绿江，走上抗美援
朝战场，之后一路前行，到达三八
线。

白天容易被敌军发现，大部队只
好晚上赶路，士兵们脚上被磨得伤痕
累累。夜行途中，周祖光被委派和副
射手扛机枪，由于副射手身体不好，
周祖光不仅一人肩负起扛机枪的任
务，还主动照顾身边的战友。“当时我
们没有车，全靠步行，鞋子走烂了一
双又一双，就这么走了半个月夜路。”
周祖光回忆道。

在前线战斗一月有余，周祖光
跟随部队退居后方临泉口，加入反
空降战役。周祖光说，当时美国的
空军力量很强，接二连三地发起轰
炸。

“每天都能听到天上的飞机呼啸
而过，时不时扔一枚炸弹下来，每天
都要经历生离死别……”周祖光说。

1953年7月，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后，周祖光随部队撤回中国，直到
1956年退伍。从参军在到退伍，周祖
光为祖国建设，为抗美援朝付出了自
己美好的青春，履行了保卫人民、保
护国家的义务。

在老家当农民的几十年里，周祖
光从不在人前炫耀抗美援朝的特殊
经历，也不向当地政府提要求，不图

功名利禄，一直艰苦朴素，忠厚待
人，公道做事，他常常跟别人说：“比
起 牺 牲 的 战 友 ，我 已 经 过 得 很 好
了。”

替儿尽心意

经历过战争的人，更知和平来之
不易。1980 年 11 月，周祖光把年满
18岁的二儿子周克林送到部队，第二
年 8 月，在边防前线光荣牺牲，年仅
19岁，周克林被评为烈士，记二等功。

虽然儿子牺牲 30 多年了，但在
父亲周祖光心里，他一直活着，军人
精神永恒。为了打赢疫情防抗阻击
战，全社会凝聚爱心，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得知东安县八一届边三师战
友微信群发动“为抗疫前线捐款”的
消息，周祖光从贴身口袋掏出 200
元钱，对陪在身边的亲人说：“我们
也替克林捐点吧，你把这 200 元拿
去给克林的战友。”此刻，周祖光想
的是替儿子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心
意。

2月10日，周祖光又要小儿子陪
伴，来到东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请
求将 1490 元捐给县慈善总会，支援
抗疫。现场工作人员被他的行为感
动，说道：“您年纪大了，但军人的责
任和义务始终装在心里。”

热血军魂、冲锋在前，是周祖
光父子两代人精神的写照。如今周
祖光虽然 90 岁高龄了，他依然用
行动诠释了做共产党人就要一辈
子忠诚，戎装虽卸老兵本色不丢的
理念。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维夏 凡倩 谢嘉）每年3月第三
个星期二是国际社工日。今天上午，由湖南
省人民医院与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合作
的全国首个“驻科室社工站”在湖南省人民
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正式“落户”。

医生治“病”，社工疗“心”。医务社工在
减轻患者和家属心理负担，改善就医环境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湖南省人
民医院负责人介绍，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
作为全国“人文爱心科室”，不仅承担着各
类儿童血液肿瘤性疾病的诊治，还一直致
力于投身公益事业，为癌症儿童提供精神、
心理及经济援助。此次“驻科室社工站”成
立后，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将安排 1-2

名专职医务社工，与儿童血液肿瘤科共同
探索“医院职工+医务社工+志愿者”服务
新模式，开展医患沟通、不定期为患者提供
精神慰藉、团体活动、法务等患者支撑服
务，同时还成立“病房学校”，依据学龄前幼
儿艺术、语言、社会、健康、科学等方面内
容，设计了5门课程。此外，还将启动“暖阳
计划”，提供短租服务，让每一个贫困的异
地就医患者都有“家”可依。

当天，湖南省人民医院同步启动“童心
微愿”圆梦微公益活动，为医院人文公益实
践再添新内容。活动现场，患儿在家长的帮
助下写下小心愿，投放到心愿箱中，社工办
将定期整理小朋友们的愿望进行公布，并
联系院内外爱心人士助力圆梦。

医生治“病”社工疗“心”
全国首个“驻科室社工站”落户湖南省人民医院

抗疫战友情谊绵延
湖南3家单位与黄冈2家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九旬老兵战“疫”记

湖南日报 3 月 17 日讯（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李传新 通讯员 梁辉
钱淑琴）今天上午，在湖北省黄冈
市，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医药学
院、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与黄冈市中
心医院、黄冈市妇幼保健院签署合
作协议，疫情结束后继续携手，加强
合作。

随着各定点医院收治新冠肺炎
患者逐步清零，湖南驰援黄冈抗疫
工作已进入尾声。在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湖南省对口支援黄冈市疫情
防控前方指挥部与黄冈市委市政府
的协商下，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医
药学院与黄冈市中心医院，湖南省
妇幼保健院与黄冈市妇幼保健院分
别签署了合作协议。黄冈市委副书
记、市长邱丽新说:“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中，我们经历了生与死的
较量，凝聚了鱼与水的情感，黄冈人
民永远铭记潇湘大爱。黄冈市委、市
政府将以这一次签约为新的起点，
不断巩固拓展两地合作成果，造福
革命老区人民。”

据了解，湖南省人民医院将根
据黄冈市中心医院业务发展和医院
管理的需要，分期分批派出副主任

医师以上专家对该院的学科建设、
临床医疗、业务技术进行指导，定期
或不定期到黄冈开展义诊或坐诊、
疑难病例会诊等活动；免费接收该

院业务骨干和管理干部来院进修学
习；重点支持该院培养肝胆外科、儿
科、ICU、妇产科、急诊医学科、神经
外科、肿瘤科临床技术骨干。计划通

过3年的合作，帮助该院完成创建省
重点专科的各项基础工作，将黄冈
市中心医院打造成为鄂东区域综合
医院的领军团队。

3 月 17
日，湖北省黄
冈市，湖南省
人民医院定点
指 导 医 院 揭
牌。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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