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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3月20日10时，湖南省支援黄冈市
新冠肺炎防治前方指挥部正在驻地开会
讨论返湘事宜。

突然，医疗队车辆保障组的司机代
表“闯”了进来，走在前面的司机名叫周
怀忠。湖南医疗队队员 50 多天的艰辛
和付出，他都看在眼里。他激动地说：

“我们代表黄冈人民向你们表示感谢。
感谢你们的无私奉献，感谢你们的大爱
无疆。”随后，他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前
方指挥部总指挥高纪平手中。

“看到你们从死亡线上抢救回一个
又一个重症患者，你们高兴地唱起《打
靶归来》，我们真诚感激；看到你们拖
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大别山区域医疗中
心，刚上车坐下就倒头睡着的样子，我
们疼在心里……”感谢信上，有全体司
机的签名。

感谢信的缘由，要从 3 月 18 日说
起。周怀忠一边为黄冈“清零”而开心，
一边想到湖南医疗队队员陆陆续续要离
开黄冈而不舍。于是，他赶紧联系车辆
保障组的其他司机，一致商量写封感谢
信。“感谢信很朴实，也很简单，就是想表
达我们对湖南医疗队队员的感激之情。”
车辆保障组负责人徐文说。

周怀忠将每天接送的湖南医疗队队
员比喻成“口罩后面的英雄”，他原本打
算开车带这些英雄游遍黄冈。可是，他

想起了一位男医生和儿子视频的场景。
这头的医生说：“儿子！我们来的这个城
市很漂亮，我把旁边的花拍给你看看。”
那头的儿子回复：“爸爸！我不要看花，
我要看爸爸平安回来！”

周怀忠知道，队员们的亲人急切盼
望他们早日回家。他希望黄冈也是湖南

医疗队队员的家，信中写道：“真诚希望
你们常回家看看，到时我们再像亲人一
样陪你们四处走走转转。”

湖南省支援黄冈市新冠肺炎防治前
方指挥部总指挥高纪平向车辆保障组的
司机们赠送了“湘味乡情”礼包，表达感
谢。“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我们和黄冈

人民是互相感动，互相鼓舞。我们的队
员在黄冈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
护，感谢师傅们。”

黄冈的司机告诉记者，他们还有一
个心愿：湖南医疗队队员们返湘那天，要
再送一程。

（湖南日报黄冈3月20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邹晨莹 辜鹏博

3 月 20 日，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返
湘计划紧锣密鼓制定中。记者从湖南省
支援黄冈市新冠肺炎防治前方指挥部得
知，第一批离开的医疗队队员为574人。

湖南医疗队共有 619 名队员，那 45
人呢？记者找到了没有出现在第一批离
开名单中的一员——湖南支援黄冈医疗
队队员、湖南省儿童医院危重病医学一
科护士彭丹。

彭丹记得，来黄冈的那天是 2 月 28
日。那时黄冈市区下着很大的雨，路边
都是高楼。她心里在想：“以前，这里肯
定很繁华，但现在的萧条让人发慌。”

从住所到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要

20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她看着这座从
陌生到熟悉的城市，一点点“活”过来。

“万象更新的季节到了。”记者面对面采
访时，彭丹透过窗户向外看，“我想看着
她越来越好。”于是，她选择了留下来。

跟她做了同样决定的，还有34名医
护人员和 10 名疾控工作人员。谈及留
下来的原因，大都是“现在的局面来之不
易，担心疫情有所反弹”，或者“黄冈当地
医护人员连轴转了很长时间，留下来可
以给他们减轻些压力”。

“今天检测了 750 份标本。”湖南支
援黄冈医疗队流调检测队队长蔡亮似乎
完全没有休整的概念。接下来的一周时
间，他和队员们日程排得很满。除了开
展重点人群检测，进行复工复产复学人

员筛查，还将协助黄冈进行防控知识培
训，完善流行病学调查。

“新冠肺炎患者‘清零’，不代表无风
险。”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李建民介绍，35名医护人员分为
3个团队，即MDT（多学科）团队、ECMO
团队和重症医学科团队。

“2月21日，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重
症医学科为一名 62 岁患者使用 ECMO
机器，这是黄冈首次。现在 3 个团队留
下，也是为了指导当地医护人员使用新
设备，帮助他们运用新技术。”李建民素
来爱啃“硬骨头”。他说，不获全胜，决不
撤兵，这是来黄冈时许下的誓言。

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志
鸿也有新任务。他说：“留下来和黄冈市

中心医院各个科室沟通交流，为未来两
地之间人才培养、科研合作、临床协作的
全面铺开打下基础。”黄冈市中心医院党
委书记、院长夏又春说：“我们一定好好
珍惜这一交流学习的机会，为黄冈人民
看病就医提供更强大的支撑。”

彭丹留下的最大原因，还是舍不得黄
冈。有天上夜班，她回去得较晚，正愁住所
没开门时，一束手电筒的光照过来。“小姑
娘快进来，还站门口干什么？”说话的人是
住所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说，无论
多晚，都会等医疗队队员回来。

“在家里，妈妈会给我留一盏灯；在
黄冈，这里的人会给我们留一扇门。”彭
丹说，想留下来看看繁华热闹的黄冈。

（湖南日报黄冈3月20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马帅

青年民警是公安队伍的重要
组成部分。疫情阻击战打响以
来，湖南青年民警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战“疫”中绽放青春光彩。

青年民警单科：“技术流”
带来社区防疫新风尚

3月20日，春分，天气晴好，蓝
山县塔峰镇龙泉社区“龙泉青年党、
团员服务队”的青年志愿者正忙着
给社区里的中小学生们义务上网
课。

这支“青春派”的队伍是由社
区里127名因疫情影响不能如期
开学、复工的年轻人组成，牵头组
建的则是蓝山县公安局城北派出
所青年民警单科。义务上网课之
余，他们还帮助群众化解心理焦
虑、普及防疫知识。

1997 年出生的单科，是去年
刚被招录的新警，也是城北派出
所最年轻的民警。战“疫”打响
后，单科主动请缨，承担起龙泉社
区防疫的重任。该社区地处县城
中心，居民楼多，流动人口多，商
业店铺多，是当地疫情最易扩散
的社区之一。

“我们结合当下热门的互联
网知识，想到了从‘云端’突破。”
针对社区防疫工作的难点，单科
不断摸索学习，探索出一套新潮
的“技术流”工作方式：打造社区

“云服务室”，将监控室、调解室、
宣传室“三合一”；巡逻队、志愿
者、楼栋长集合成“云防疫队”；创
建“微防疫群”，通过微信终端掌
握社区实况、居民动向，进行实时
宣传、实时响应、实时处理……

“新办法给社区防疫带去了
新风尚。”在单科和社区工作人员
的密切配合和辛勤努力下，实现
了严格落实筛查甄别、小区半封

闭式管理和公共区域管控全覆
盖，确保了龙泉社区成为无确诊
病例、无疑似病例的“零感染”社
区，受到社区居民由衷称赞。

知心姐姐莫玲：让警察
战“疫”正能量“声”入人心

“既要枪声炮声，也要战斗中
的歌声琴声。”3 月 20 日，紧张的
战“疫”间隙，衡阳市公安局不少
青年民辅警打开喜马拉雅 APP

“与莫聆听”节目专栏，听知心姐
姐——衡阳市公安局政治部青年
民警莫玲为大家准备的“心灵鸡
汤”，一天的疲惫和负面情绪便也
得以缓解。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莫
玲了解到一些青年民警由于工作
压力和心理负荷过大而产生不少
负面情绪，不利于战“疫”战斗力
的发挥。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和朗诵爱好者的她，想到发挥
自己的专业优势来为战友开展心
理调适服务。随后，莫玲在喜马
拉雅 APP 上开设“与莫聆听”专
栏，不断挖掘广大民辅警的感人
事迹，记录抗疫时期的爱与温暖，
并用柔美的声音讲好这些抗疫故
事，传播更多正能量。

“主播的分享越来越精彩，经
过这次疫情我们会更懂珍惜，离
幸福会更近。”一些情绪不畅的民
警听了节目后，特意给莫玲打来
电话寻求心理援助。莫玲则用声
音“问诊把脉”，撰写原创心理小
札，用音频给民警“开方子”。

开播以来，“与莫聆听”共发
布音频作品 75 篇，播放量上万
次，《女儿写给抗疫一线警察爸爸
的信》《一样的坚守，一样的担当》

《“疫”无反顾、逆行而上的一线交
警》等一件件振奋人心的抗疫作
品，在公安队伍中不断传递。知
心姐姐莫玲赢得了广大民警的信
赖，让警察战“疫”正能量也不断

“声”入人心。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唐璐）今天，一批由长沙市政府和
爱心企业筹集的防疫物资满载着
长沙人民的诚挚慰问和坚定支
持，正式启程“驰援”欧洲疫情最
严重的意大利。这批医疗防疫物
资包括10.6万只N95口罩和医用
口罩。

记者看到在长沙捐赠给意大
利的防疫物资包装箱上，写着“海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路
同行，携手战‘疫’”“黎明终将来
临，我们定会获胜”等标语。

为支援意方抵御疫情，长沙
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联名向
友好合作城市——意大利佛罗伦
萨市市长达里奥·纳尔代拉致信，
并代表长沙人民向该市捐赠一批
N95口罩和医用口罩。

同时，一些与意大利合作密切
的长沙企业也纷纷伸出援手，积极
募集防疫物资，支持意方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其中，长沙国金中心、爱

尔眼科、友阿集团向佛罗伦萨市捐
赠，广汽菲克向费拉拉市捐赠，华谊
兄弟(长沙)电影小镇向马尔凯大区
捐赠，长沙熙迈机械向都灵市捐
赠。长沙市邮政局积极承担本次防
疫物资的物流任务，提供优质快捷
运输服务。

据统计，此次长沙市及一些
爱心企业共向意方捐赠N95口罩
和医用外科口罩10.6万只。长沙
市政府负责人表示，“衷心祝愿意
大利尽快好起来，也呼吁更多企
业、社会组织参与长沙对外援助、
国际捐赠，共同促进长沙对外交
流与合作。”

“意大利正在经历困难时刻，
所有意大利人民都非常感谢中国
的援助。”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
中国代表处主任克里斯·瓦罗蒂
说，今年是中意结好 50 周年，在
这样特殊的年份有这样特殊的交
往，拉近了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
民的心。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通讯
员 龚勋 记者 易禹琳）“原来有
冲击期、烦闷期、恢复期3个心理
发展阶段啊，我现在的状态是正
常的，我不焦虑了！”长沙理工大
学数学与统计学院一位同学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长沙理
工大学关心 37000 名学生的心
理健康，用信心、贴心、暖心、安心

“四心”为学生穿好心理“防疫
服”，收到良好效果。

疫情刚开始，学校官微就发
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
册》《师生心理支持手册》，每天通
过微信公众号“长沙理工心部落”
推送疫情心理调适相关知识，还
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应激》等网络
课程。建筑学院每周在班级群里
开展心理战“疫”知识抢答赛，数
统学院开设了“云讲座”。

为给疫区学生建立“心理支
持”，学校以“给家长的一封信”，
引导他们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在班级开展“同心战‘疫’，坚定前

行”线上健心活动，建立同学之间
的支持；公布心理援助热线，建立
专业支持。“漫长的隔离期，不时
收到学校和同学们的祝福，我和
家人很感动！”远在武汉的环艺
1803班陆雄飞真情告白。

“老师，我的父亲去世了……”
辅导员周璐璐接到研究生李同学
的电话后，每天通过视频、电话，进
行心理疏导。计通学院已延期毕
业一年的乔同学心情烦闷，经常与
父母发生冲突。心理辅导员肖凤
一边进行心理疏导，一边请就业指
导老师进行远程面试指导。乔同
学信心满满参加了学校的线上招
聘会。

自1月30日起，长沙理工大
学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电话、热
线QQ、热线微信，遴选了11名经
验丰富的心理咨询老师轮班，用
专业的力量为不同的“心病”对症
下药。心理援助热线开通以来，
平均每天接待近30人，为近千人
消除了“心理阴霾”。

在战“疫”中绽放青春光彩——

湖南青年民警
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长理用“四心”
为学生穿好心理“防疫服”

援黄冈 有“湘军”
医疗“湘军”奋战湖北——

故乡一盏灯 他乡一扇门

黄冈司机给“口罩后面的英雄”送来感谢信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通讯员 李梦

“小区里的山茶花都开了，可惜你看
不到了……”3月15日21时许，长沙市芙
蓉区东沙社区滨湖小区志愿者服务队队
长刘男因胃癌去世。生命最后一个多月，
她和队员们还坚守在小区防疫的一线，为
居民们筑起了一道保护墙。居民们在微
信群中送上鲜花和诚挚悼念，“你,是春天
的一首诗。”

51 岁的刘男是出了名的热心肠。2
月 4 日，社区召集各小区的居民代表，讨
论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刘男第一时间站
了出来，与解美林、李特、李冰林、梁艳萍、
罗应兰等几位居民组建“滨湖小区志愿服

务队”。
检测体温、小区消毒、排查出租户、了

解人员信息……滨湖小区是一个拆迁安
置小区，共有9栋房子、212户住户、40户
出租户，6层高的小楼没有电梯，刘男和队
员们逐家逐户上门排查。

在滨湖小区门口的志愿者服务点，刘男
和队员们每天要值守16个小时。从2月初开
始，她把服务点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每天
都安排好志愿者值班表、分配好值班物资、灌

好酒精、给体温枪备好电池，事无巨细地打理
一切。刘男在服务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不
管多晚她都硬撑着起床，去开门、测温、登记。

家住滨湖小区 3 栋的租户田军还记
得，居家隔离的那段时间，刘男几乎成了
他的管家，只要有需要，一个电话、一条微
信，“刘姐”便送上门。2月15日，家里的
物资用完了，田军向刘男发去了求助信
息，没想到，不一会儿刘男便提着大包小
包将物资送上门。

“3月5日，刘姐胃出血住院，我们才知
道她已经身患胃癌。”东沙社区党支部书记
黄希菲告诉记者，哪怕是住院期间，刘男也
一直牵挂着志愿者们的排班是否安排好，隔
离户们的生活物资是否有人送。

“刘男的‘霸蛮’打动了我。”一开始，居
民张建云对屡屡上门的队员们有些不耐烦，
甚至觉得他们小题大做。吃了几次“闭门
羹”，刘男仍不死心，依旧耐心上门沟通。后
来，张建云不但理解支持排查工作，还主动
加入志愿服务队。

在滨湖小区志愿者服务点，刘男整理的
信息登记表、志愿者排班表和她的志愿者袖
章依旧摆在桌子上。小区里春花已开，有居
民悄悄送来了一朵白色的山茶花。

“你,是春天的一首诗”
———追记长沙市芙蓉区东沙社区志愿者刘男

3月20日，
湖北省黄冈市，
医疗队车辆保
障组的司机代
表 周 怀 忠（右
一）说起医护人
员的事迹时，动
情地流下眼泪。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意’路同行，携手战‘疫’”
长沙政企组团驰援意大利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王紫伦

“来到湖北39天了，一切都在复苏，
一切都在好转，当初的忐忑惶恐早已不
见，更多的是看到病人治愈出院的喜
悦，胜利就要来了!”3月20日，看到支援
湖北的医护人员全面撤离的视频，仍坚
守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大别山区域医疗
中心的95后护士蒋苏婷（原地休整）在
朋友圈里激动地写道。

今年 25 岁的蒋苏婷是新田县人民
医院感染科的一名护士，2 月 11 日下
午，作为湖南支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医疗队队员，她随队奔赴湖北黄冈
战“疫”最前线。

“到达黄冈的当晚，心情忐忑而激
动，平时都是通过电视、手机看到一线
的医护人员往前冲，没想到自己也能支
援前线并接受锻炼。”蒋苏婷说。

经过培训，2 月 15 日，蒋苏婷正式
进入黄冈市英山县人民医院确诊病区
工作，从接管时的确诊病例37个到2月

27日全部清零，蒋苏婷和同事们一直坚
守在岗位上。2月27日晚，蒋苏婷和同
事们连夜转战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
中心。“在英山县的最后一天，我和同事
去给患者送早餐，我说，‘姐，赶紧趁热
吃早餐，吃完收拾东西准备出院啦！’她
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真的吗？我真的
可以出院啦？’连说了好几声谢谢，那时
候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一切的苦和
累都是值得的。”蒋苏婷说。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是黄冈市中
心医院新院区，来到大别山区域医疗中
心后，蒋苏婷的工作主要是为病人送
餐、治疗、消毒、护理等。“当自己穿上一
层手术衣，外加三层防护服时，我就知
道自己责任重大，将和患者一起抗击新
冠病毒。”蒋苏婷说。

医院感染科作为抗击疫情的主战
场，需要为病人采集咽拭子标本，咽拭
子标本核酸检测阳性是确诊新冠肺炎
的指征。但一个张嘴且伴随呼吸的动
作，将产生大量携带病毒的气溶胶，面
临很大风险。然而这些她都不怕，她

说，“忙起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最大
努力帮助病人，让他们少几分痛苦，早
日康复。”

蒋苏婷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是由于
工作认真，热爱学习，进步很快。“工作能力
强，专业技能扎实，又开朗热心”，这是科室
同事对她的一致评价。“我们是年轻，但更
要有责任感”，自己这么年轻能够参与支援
湖北，蒋苏婷觉得很有意义。出发前，她郑
重地写下了一封入党申请书，向医院党组
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此激励自己，向
党员先进学习，勇敢同病魔斗争。医院内
科党支部在请示医院党委之后，迅速召开
支委会吸纳她为入党积极分子。

一个多月以来，蒋苏婷始终牵挂着
父母。每天下班后，蒋苏婷都会与父母
视频聊天，第一时间报平安。“尽管爸妈
支持我的决定，但我知道他们也很担心
我，特别是过年我都没有回家，家里人
都很想念我。黄冈现在一切都在好起
来，病区已经完成任务开始消毒。等我
回家后，一定要好好陪陪父母。”蒋苏婷
说。

“等我回家，一定要好好陪陪父母”
——记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新田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蒋苏婷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李岳波 陈勇平）随着武汉方舱医院休
舱，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参加火神山医院
志愿服务的员工姜强和徐京城，圆满完成支
援疫区医院急需药品配送任务，3 月 19 日下
午持湖北健康绿码凯旋。

为了确保武汉疫区药品流通，设在岳阳
县的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协助湖北科伦医
贸组建“火神山医院志愿队”，公司员工姜强
和徐京城积极响应，2月5日逆行“疫”线，昼
夜奋战在抗疫最前沿。他们不惧病毒，并肩
作战，无数次在武汉街头上演“速度与激情”，
累计为多家定点医院输送药品30万余件，出
色完成各大医院的药品配送任务。“从2月5
日开始参加志愿配送工作，让我看到了国家
的伟大和湖北人民的坚强，也看到了白衣天
使的辛劳付出。”姜强说，“今后，我将继续尽
自己所能，为社会多作贡献！”

面对同事献花，徐京城十分感动。他说：
“这次支援武汉，我们没有辜负众望。这次志
愿活动，让我的人生得到了历练。今后，我将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
工作中！”

岳阳两名战“疫”志愿者
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