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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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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3月14日下午，长沙市第一医院北
院，年过6旬的刘女士和20余名医护人
员缓步走出 1 号楼。“身边病友都出院
了，终于轮到我了！”刘女士朝身边白衣
战士鞠了一躬。

她的出院，标志着长沙市新冠肺炎
在院确诊病例“清零”。

自 1 月 21 日收治我省首例确诊患
者以来，一场与新冠病毒争夺生命的战
争在长沙打响,战“疫”54 天，医护人员
零感染，确诊患者实现高治愈率。“长沙
战‘疫’又迈出了可喜一步。”长沙市第
一医院北院隔离病房总负责人周志国
长吁一口气。

打造长沙“小汤山”，
尽最大努力“让床等人”

周志国是长沙最早直面新冠肺炎
的人。1月16日下午，57岁的罗女士发
烧、咳嗽，前往长沙市第一医院急诊科
就诊。拿到肺部CT，周志国发现其磨玻
璃样改变，心里一沉。经与院内专家会
诊，怀疑患者新冠病毒感染。

新冠肺炎是一个全新传染病。院长
刘激扬获悉情况后，决定腾楼备床，将
高度疑似患者罗女士尽早转移至市第
一医院北院。北院在一个口袋形山坳
里，地形有利于传染病隔离治疗。1 月
21日，罗女士确诊。

此前北院较少使用，无自来水、无
网络、无天然气。借鉴抗击非典期间北

京小汤山医院经验，这里开启了紧急
修缮改造工程。接通网络，1 号栋病房
交付使用；燃气接通，2、3 号栋病房完
成改造；300 吨污水收集处理罐安装
到位，2000 余平方米服务综合用房拔
地而起……不到4天交付，成为了长沙
抗疫主战场。

“宁可床等人，也不要人等床。”长
沙市其余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也纷
纷腾楼备床，力保应收尽收。

长沙“小汤山”医院完成打造，一张张
请战书从四面八方传来：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呼吸、重症专家来了，湖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第二附属医院中医专家来了……
新冠肺炎来袭，长沙挺直腰杆迎战！

坚持中西医结合，力求
患者轻症阶段治愈

1月29日开始，长沙确诊病例快速
增加。前移救治关口，及早实施医疗干
预，尽量减少轻症转为重症，是打好长
沙战“疫”的必答题。

2 月 2 日，市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
科主治医师湛韬，进入北院隔离病区。
此前，他已学习新冠肺炎临床特点，并
整理了一套中医药用于其临床救治的
理论依据。

直面患者后,湛韬发现，长沙患者以
发热干咳、食欲不振、口干口苦等表现
多见。治疗上以清热润燥、和解少阳方
法应用机会最多，整体上可按中医“温
疠”论治。

“大方向就是扶正救肺。”湛韬介

绍，中药对患者反复发热咳嗽、呼吸困
难等症状有很好改善作用。除了中药，
还有八段锦疏通经络、调理气血等一整
套中医疗法。

“中医药早期介入、中西医结合治
疗，是提高治愈率的一个重要方法。”刘
激扬说。

“吃了中药，打了八段锦，睡觉踏实
多了。”一位患者治疗期间感叹。

联合战队加先进设备，
提升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

除确诊新冠肺炎，罗女士有高血
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周志国凭经验
判断，年龄偏大、有多种基础疾病患者
病毒感染后死亡率相对高。

入院第 3 天，罗女士病情突然加
重。“交替采用高流量吸氧和无创呼吸
机辅助呼吸，随时准备气管插管！”周志
国闻讯赶来，一边关注患者气道是否畅
通，一边测心率血压和血氧饱和度，减
轻肺水肿……4小时后，罗女士缺氧状
况改善，呼吸逐渐顺畅。

周志国并不“孤独”，背后有市第一
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组成的联
合战队，有省市医疗专家组……一起用
生命守护生命。

除省市专家，国家专家组也参与。
两名危重症患者合并呼吸功能衰竭、
多脏器功能受损等复杂情况，治疗棘
手。3月6日下午，长沙前方医疗队和王
辰院士团队远程会诊，不断完善治疗方
案。“王辰院士还讲解了使用康复者血

浆、干细胞治疗等新方法。”市第一医院
呼吸医学中心主任汤渝玲介绍。

一系列治疗后，他们成功出院。“先
进药物和设备是降低死亡率的最后屏
障。”刘激扬说。

筑起抗疫心理防线，提供
心理支持和干预

前线医护人员临床发现，不少患者
情绪低落、暴躁，甚至有重症患者写了
遗书。此外，一些一线医生护士也有心
理障碍。

1月28日，长沙市第一医院成立防治
新冠肺炎心理关怀实施小组，副院长胡立
强挂帅，28名成员均由医院资深心理专
家、沟通能力较强的护理骨干组成。

每次走进病区，小组成员舒孔亮总
会微笑，鼓励患者多下床走动，并带他
们做操。倾听也是治疗手段，舒孔亮说：

“年纪较大患者，我们更多是倾听其诉
说，帮他们排解消极情绪。”

医院还开通4部热线电话，两部面
向患者及家属，两部面向医护人员。

“心理援助是一条比医疗救治更长
久的战线，更多的心理问题还可能会在
疫情结束后出现。在加强现有心理援助
基础上，大家可以提前筹备疫情后心理
重建工作。”胡立强说。

“‘清零’并不意味着零风险，当前
仍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复工复产复
学、境外输入等疫情风险仍存在，疫情
完全解除前，大家还得注意防范。”胡立
强提醒。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曾鹤群 张军)基层公共就
业服务平台是落实就业创业政策的重
要载体。记者近日从省人社厅了解到，
省人社厅已印发《基层公共就业服务
平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20-2024
年)》(以下简称《计划》)，全方位加强全
省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

《计划》明确，到2024年底，全省基
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基本达到设施完
善、功能齐全、标准规范、方便可及、人民
满意的水平，城乡居民能够就近享受到
规范、便捷、高效、满意的公共就业服务。

《计划》提出，要加快乡镇、街道和
社区、行政村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
积极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
系。健全基层平台服务功能，拓展就业
服务内容。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工作队伍，采
取公开招录、公益性岗位安置和政府
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稳定充实基层
平台人员力量；按照分级组织、全员培
训的原则，实施基层平台工作人员能
力提升专项培训计划，确保到2024年
底基层平台工作人员全部轮训一次。

加快推进“互联网+就业服务”，利
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提升就
业服务智能化水平，落实公共就业服
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要求，优化网上办事大厅、智慧人社
App 等网络服务平台，推动线下业务
逐步拓展到线上，实现基本公共就业
网上服务“应上尽上、全程在线”。计划
到2021年底，实现吸纳就业补贴、求职
创业补贴、就业失业登记等基本公共
就业服务事项网上自助办理。

湖南日报 3月 19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石竹 李果）企业要按证排
污，管理部门需依证监管。省生态环境
事务中心昨天透露，全省已梳理固定
污染源企业81372家，完成了固定污染
源清理整顿分类管理的阶段性任务。

根据《环境保护法》等法规要求和
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我省今年启动
排污许可发证及登记管理。我省境内
排放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产生工业
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均须依法取
得排污许可证或填报排污登记表。

坚持疫情防控和污染源清理整顿
工作两不误，省生态环境厅列出阶段任

务时间表，组建省级帮扶技术团队，组
织网上技术培训，编制技术工作指南。
省、市、县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克服疫情
不利影响和企业数量多、实际情况复
杂、辨识分类难度大等难题，工作人员
加班加点，仅用29天，全面完成对固定
污染源企业的清理整顿和分类管理。

目前，各市州生态环境局马不停蹄
地投入到证书核发任务之中。根据要
求，已完成排污许可管理的33个行业中
未依法申领或登记的排污单位，需在今
年4月20日前依法申领排污许可或实
施登记管理；列入国家名录的其他所有
行业的排污单位需在9月20日前依法
申领排污许可或实施登记管理。

全省梳理固定污染源企业8.1万余家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黄利
飞 通讯员 熊紫蕊）记者昨天从湖南
省股权投资协会获悉，自 1 月 28 日湖
南省股权投资协会向会员单位发布支
援疫情防控倡议书以来，全行业积极
响应、行动迅速。截至目前，全省股权
投资机构及被投企业共捐款约 8020
万元、捐赠物资价值约1.65亿元，捐款
捐物累计逾 2.4 亿元。疫情期间，全省
投资机构通过线上的高效对接、沟通，
达成的投资意向累计达5.3亿元。

为保障疫情期间我省投资行业相关
业务平稳运转，湖南省股权投资协会组
织律师团和工作人员，一方面为全省基

金小镇的机构提供入驻、注册等服务，另
一方面协助投资机构与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沟通协调，帮助其解决问题；还
积极开展《企业并购上市解析及基本要
求》等线上相关培训课程。

我省湘江基金小镇、麓谷基金广
场、常德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通过线
上对接实现“云融资”、借助“云推介”
开展基金政策解读等活动，保证了经
济发展“不断链”、服务“不断线”。疫情
期间，仅麓谷基金广场落户的基金总
规模就近30亿元，其入驻投资机构为
长沙高新区企业解决融资问题贡献了
重要力量。

全省投资机构疫情期间
达成投资意向共5.3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周旻 王润琪

“ 谢 谢 你 们 ，辛 苦
啦 ！”3 月 17 日，国际社
工节，株洲市荷塘区市民
代表将一封感谢信送到
该市民政局，对战“疫”期
间，该局积极组织社工服
务群众表示感谢。

面对疫情，株洲社工
勇担职责使命，坚守抗疫
前线。截至 3 月 16 日，株
洲市 154 家社会组织参
与疫情防控，通过卫生健
康、助残服务、劳务服务、
禁毒服务等项目，服务群
众近30万人次。

“收到物资的时候，
我很感动，疫情期间还想
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他
们不仅送来了生活物资，
还鼓励我们克服困难树
立信心。”荷塘区茨菇塘
余家冲社区的张厚田告
诉记者，自己独居，生活

困难，疫情防控期间社工和志愿者每天
上门为她做心理辅导，指导做好防护。

天元区民政局副局长彭英带领社
工们，全力保障该区9家养老服务机构
和 22 所农村幸福院 1066 位老人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社区、小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
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
防线。株洲市双拥共创促进会社工发挥
专长，组建以党员、优秀退役军人为骨
干的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队，下沉防控
一线，融入社区防控体系，全面参与社
区、小区联防联控工作，成为抗疫前线
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为筑牢社区、小区

“防护墙”发挥重要作用。
疫情防控期间，株洲社工还充分发挥

专业优势，通过热线电话、微信群、公众号
自媒体及多种线上平台，为广大市民开展
心理咨询、微课堂等多元化服务。目前，开
展心理辅导1486人次，并持续关注困弱
群体，用专业服务覆盖老人、禁毒等多个
领域。

天气晴好施工忙
3月19日，湘江新区梅浦联络线项目工地，建设者利用晴好天气抓紧路基施工。梅浦联络线项目北起长沙梅溪湖路

西延线，南至含浦片区象嘴路，全长4.4公里，总体呈南北走向，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双向6车道，设计车速50公里/小
时。截至目前，项目全面复工，已完成临建设施和场地清表工作，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预计今年年内完成北段道路路基，启
动南段隧道出口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邓心怡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李杰

3月17日一大早，记者驱车来到
常德桥南市场。只见市场内车水马龙，
往来客商川流不息。受疫情影响，延
期 1 个月后，常德桥南市场 3 月2日
正式复市。半个月来，市场疫情防控不
歇，客流回暖喜人。

“忙得腾不出手吃早餐”

“请戴好口罩，排队测量体温。”17
日9时许，桥南市场南大门入口处，李
志恩和2位同事手持体温枪，为顾客测
量体温。望着排起的长龙，他摇摇头：

“人太多，忙得腾不出手吃早餐。”记者
蹲点30分钟，仅南大门行人通道就有
410余人进入市场。

桥南市场每天 7 时开市，李志恩
和同事每天提前 15 分钟到岗。“特殊
时期，切实维护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
全是我们的职责。”李志恩是鼎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桥南监管所干部，桥南
市场复市以来，他一直坚守一线。

桥南市场的东大门、南大门、五运
南门3个进出口，均设置防疫检测站，
入场顾客一律佩戴口罩，进行体温检
测、信息登记，商户入内还须出示“健
康通行证”。在市场公共区域，工作人
员已经完成消杀作业，各商铺门口配
备酒精等防疫物资。

“‘六个到位’确保疫情防控到
位。”桥南市场管委会副主任杨廷桂告
诉记者，复市前，管委会制定“市场出
入口管控方案”“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方
案”，切实做到责任落实、人员建档、体
温检测、口罩佩戴、消杀清洁和防疫宣
传到位。

“老主顾都回来了”

在针织类批发区，余亚兰刚送走
一位客商，又向另一位客商介绍新款
服装。

“终于找到以前的感觉。”余亚兰
在桥南市场有 3 家门店，分别批发内
衣、鞋袜、服装。她告诉记者，复市前3
天没开张。“通过微信、QQ、邮箱发布
开业通知，慢慢地，老主顾都回来了。”
当下季节交替，是针织类商品的批发
旺季，余亚兰一上午已发出6批货，营
业额近2万元。

60 岁的张进华在市场经营一家
小超市已经 3 年。“人一天比一天多，
生意好起来了。”忙不赢的张进华还把
老伴喊来帮忙。

在日用品批发区，张强看着不断
涌进店内的客流笑了。他说，虽然疫情
给生意造成一定影响，但他已经接到
不少客户的订单，市场复市以来，每天
的销量稳步上升。

“昨日进场人流量已达 4.5 万人

次，接近往年同期人流量的一半。”
杨廷桂告诉记者，随着疫情逐步缓
解，市场会很快恢复昔日的繁荣。

“一早上已拉了3趟货”

记者看到，市场内的搬运工来
去匆匆。今年 49 岁的周重尧来自娄
底新化，在桥南市场做搬运工已经
20 多年。“今天一早上已经拉了 3 趟
货……”话还没说完，他扛起一包货，
大步流星走远了。

市场搬运工杨国友也是一位“老
把式”，他告诉记者，复市前几天，市场
里空荡荡的，他和伙计们一连几天都
没揽到生意。“现在，市场的人一天比
一天多，每天至少能拉两三趟货。每趟
收费 20 至 50 元不等，勉强能维持生
计。”

在桥南市场，像周重尧、杨国友这
样的搬运工有近两百人。“往年每天都
能接七八单生意，每天都有200元左
右的收入。”杨国友告诉记者，当前季
节交替，针织类商品马上进入旺季，疫
情慢慢消退，他们看到了希望。

据统计，桥南市场现有商铺4375
家，目前3940家已经营业，商品涉及
服装、鞋类、百货、日化等 10 多个门
类，客商辐射湘西北和鄂、川、黔、渝等
10 多个城市，去年市场成交额达 30
亿元。

用生命守护生命，确诊病例已“清零”——

长沙战“疫”54天记
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

到2021年底，实现吸纳就业补贴、求职创业
补贴、就业失业登记等事项网上自助办理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杏 曾昭志

“如果可以，我想一直坚守在这
里，送最后一名患者出院。”3月17日，
记者连线远在武汉的平江援鄂医疗队
队员李满江，这位90后姑娘语气中透
着坚定，“等到那一天，所有人一定都
会万分激动，大家都会为自己的艰辛
付出感到骄傲和自豪。”

请战，越是艰险越要向前
2 月 19 日，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

奉命紧急组建医疗队，驰援湖北武汉。
“我单身，年轻，体质好，有神经科

和发热门诊工作经验，必须去武汉！”
护士李满江闻讯后，瞒着家人，先后向
院长和行政办、护理部、医务部主任连
发4条信息请战，很快得到批准。

“满江本是院行政办的，疫情暴发
后主动请战到发热门诊支援，一个多
月没休息，肘部错位了还绑着夹板上
班。”发热门诊护士长凌希得知这个消
息后既感动，又心疼。

21日，由李满江和19位同事组成
的岳阳市首支驰援武汉医疗队、湖南
首个低风险区援鄂医疗队乘坐大巴一
路向北，驰援武汉。

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一定要去武
汉，李满江说：“不想去的理由很多，怕
被感染、怕回不来、怕做不好……但穿
上这身白袍，在平时我是一名护士，在
战时我就是一名战士。战士的使命就
是一直向前，越是艰险越向前。”

坚守，常因感动忘记劳累
3 月 17 日 9 时，武汉救援的第 26

天，从金银潭医院上完通宵班的李满
江满头大汗，刚一回酒店便倒头大睡。

值班期间，她一直忙着给患者打
针、服侍吃药、洗头洗澡、采咽拭子、倒

大小便……天气渐热，穿着笨重的防
护服，戴着厚厚的面罩，一个班下来常
常汗流浃背，衣服都拧得出水来。

上第一个夜班，李满江给一位老
奶奶采集咽拭子样本。她要患者面对
着她，但老奶奶坚持背对她。直到样本
采集完，老奶奶才赶忙戴上口罩告诉
她：“你离我太近了不安全，我怕传染
给你。”突如其来的感动让李满江顿时
热泪盈眶。

近段时间，感动无处不在。有来自
武汉市民的，有来自并肩作战的战友，
有来自大后方家乡父老的，他们给李
满江带来无限的力量。

这些日子，李满江感受到了武汉
的变化——路边的花开了，路上的车
多了。

成长，战地青春绽放芬芳
打开李满江的朋友圈，发现她和

许多90后女孩一样，喜欢晒美食、做美
食。在父母面前，她总爱自称“宝宝”。
经历此次战“疫”后，25 岁的她仿佛一
夜间成熟起来。

第一次上夜班遇到的那个老奶奶已
经出院。出院时，她一定要给李满江录一
个视频。视频里，她一遍又一遍地感谢满
江。这让满江感动又骄傲，她不再是一个
需要被保护的孩子，而是一名可以拯救
生命、保护他人的白衣战士。

让李满江一直心怀愧疚的，是出
发时没能给父母一个拥抱。在她的印
象里，父母很坚强。但这次出征时，她
发现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眼圈都红
了。“他们其实更需要我的安慰，我一
定会好好地回来，给他们一个大大的
拥抱。”

战“疫”仍在继续，形势持续向好。
现在，李满江已是金银潭医院楼层病
区的小组长。她说：“这一段经历，是我
的青春中最宝贵的人生历练。”

“战士的使命就是一直向前”
——记90后平江援鄂护士李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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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不歇 客流回暖喜人
——常德桥南市场复市见闻

献爱援鄂一线
工作人员子女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张福

芳）3 月18日，湖南金律教育集团对外
宣布，为致敬湖南援鄂一线工作人员

（包括医务工作者和其他岗位工作人
员），对他们的子女就学免去学杂费和
生活住宿费等一切费用，可让每位就读
学生减少5万元以上的支出。

据了解，金律教育集团是专门针对
艺考生进行高考文化培训的学校，已创
办14年。关于这次活动的初衷，金律教
育集团董事长阳立高教授表示：“教育
本身带有公益性质，在最危难的时候，
援鄂人员冲锋在前、抗击疫情，为我们
守护一方平安，我们理应尽己所能，去
帮助他们，关爱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