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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肖
军 雷鸿涛 通讯员 胡江勇）“我一直找
不到回家的车，没想到家乡给我们提供
了免费的专车，这让我十分感动！”3月
25日20时25分，怀化首趟“点对点”接
滞留湖北怀化籍人员返乡返岗专车抵
达怀化汽车东站，随车返回的怀化市民
廖青对前来迎接的怀化市委书记彭国
甫说。

这趟专车是怀化市鹤城区委、区

政府派出的。按照怀化市委疫情防
控指挥部安排，该区负责对口接回
滞留湖北荆州的怀化籍人员。3 月 24
日 23 时，鹤城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医
务人员乘坐 2 台车从怀化出发，往返
20 余个小时，把 60 名滞留人员接回
了家。

“在这边呆了两个多月，我特别
想家。家乡政府派专车来接我们，我
感到十分亲切。”在会同县接滞留湖

北随州怀化籍人员返乡返岗专车上，
会同县堡子镇的梁娟说，她在随州探
亲而滞留，得知家乡有专车来接，她
非常高兴，连夜准备好行李和相关健
康证明，于 25 日 12 时带着儿子赶到
乘车点。

除武汉外，怀化滞留湖北其他地
方人员有 7000 余人。作为一项温暖
工程，从 3 月 24 日开始，怀化市集中
开展“湘鄂携手，接你回怀”活动，“点

对点”“一站式”做好滞留湖北怀化人
员返乡返岗工作。怀化 13 个县（市、
区）和怀化经开区、怀化高新区分片
包干，前往湖北除武汉以外其他地
方，负责协调对接滞留人员返乡返岗
工作，实行集中接回一批、帮助健康
有序自主返回一批。对有序自主返回
的，落实交通补贴政策。确保在 3 月
底以前，让有返乡返岗意愿的滞留人
员全部安全有序返回。

“湘鄂携手，接你回怀”

怀化“点对点”接滞留湖北人员回家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邓志强

“我在这里工作不错，谢谢你们接纳
我、照顾我！”3月24日中午，顺利入职
新金宝集团岳阳工厂的湖北洪湖籍工
人潘尔奇刚走出车间，就向岳阳市云溪
区松杨湖街道干部彭旭晖打电话致谢。

潘尔奇的就业之路不平坦。此前，他
一直在北方务工。疫情暴发后，他的身份
信息被“标签化”。今年3月5日，他“漂”到
与湖北一江之隔的云溪区松杨湖街道。

此时，潘尔奇已身无分文。松杨湖
街道干部发现后，将情况上报街道应
急指挥部。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梅静

迅速带领彭旭晖和医务人员赶到现
场，检查潘尔奇的身体状况，确认他的
身份信息。

确定潘尔奇健康后，梅静问：“怎
么来到岳阳呢？”

“我去过多地，可现在哪都去不
了！”潘尔奇沮丧地说，本想找个地方
打工，但到哪都吃“闭门羹”。

“要善待湖北老乡。”梅静安排干
部，为潘尔奇送来热饭热菜。考虑到他
一路辗转多个地方，按照规定，将他送
到定点医院进行隔离观察。

隔离期间，彭旭晖为潘尔奇送来
毛巾、脸盆、肥皂、洗漱用品，并再三叮
嘱他，如若身体不适，要及时报告。“如

果有其他需求，可随时跟我说。”
“我父母离异，一直跟爷爷在农村

生活，很想赚点钱，让爷爷生活过好
点。”潘尔奇说。

“等你隔离期满，我来想办法。”彭
旭晖表示。

前些天，彭旭晖帮潘尔奇联系上
新金宝集团岳阳工厂，并说明情况。

3 月 20 日，潘尔奇隔离期满，彭
旭晖驾车带着他直奔“新金宝”。

检查身体，投递简历，现场面试。次
日上午，潘尔奇收到录用通知。下午，彭
旭晖上门送来口罩、体温计等“大礼包”。

“真是湘鄂一家亲，我永远不会忘
记云溪老乡的恩情！”潘尔奇感激地说。

“北漂”圆梦在巴陵
——湖北洪湖籍工人潘尔奇岳阳就业记

湖南日报 3月
25 日讯（记者 王
梅 通讯员 谭晓波
周健）“真开心能重
返工作岗位，我们
将争分夺秒，努力
把失去的时间夺回
来！”3 月 25 日，衡
东经开区湖南雁翔
湘实业有限公司年
产 1200 万 吨 超 白
光伏、超薄电子玻
璃项目建设现场，
来自湖北鄂州、荆
门的56名技术骨干
在各自岗位上忙碌
着，全力冲刺第一
季度目标任务。

这些技术骨干
是经湘鄂两地密切
对接，于 3 月 22 日
返岗的。

总投资 15.2 亿
元的雁翔湘玻璃项
目，是去年动工建
设的省“五个一百”
重点项目。项目建
成后，将填补我省
在高端优质浮法玻
璃领域的空白，预
计 年 创 产 值 40 亿

元、税收 1 亿元以上。然而，受疫
情影响，湖北籍技术骨干迟迟无
法及时返岗，严重影响项目建设，
这让项目施工方很苦恼。衡东经
开区得知情况，立即与湖北鄂州
市、荆门市协调统筹，组织“点对
点”专车接送。

3 月 22 日上午 9 时，两辆载着
56 名湖北籍员工的大巴车从湖北
鄂州市启程，下午 5 时 30 分顺利
抵达雁翔湘玻璃项目部。衡东县
卫健局当即安排第三方检测机构
为返岗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结果
显示全部为阴性。

衡东经开区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严格落实企业疫情防控主体
责任，加强员工健康动态监测，筑
牢复工复产“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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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我已在武汉金银
潭医院工作了 30 多天。今天是我的生
日，一早就收到了家人和同事微信发
来的生日祝福。2天前，在病房里，队友
们为苏姐和我一起庆贺生日。

苏姐是3月21日我值夜班时转院
来的，1月下旬被确诊新冠肺炎。由于治
疗时间较长，她看上去有些焦虑，很想
早日康复回家。在登记住院信息时，我
惊奇地发现，3月23日就是苏姐生日。

“苏姐，后天不就是您生日吗？”当时
我问。苏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哦，好
像是的。”然后，继续埋头整理她的衣服。
很明显，苏姐对今年的这个生日没有太
多的期待。登记完信息后，我心里一直想
着怎么给苏姐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3月22日出夜班后，我在公交车上
征求同事王敏的意见：“敏子，我收了一
个患者。真巧，明天是她的生日，大后天
是我的生日。我想送束花给她，你说我是

买粉色玫瑰还是粉色康乃馨？”王敏困得
睁不开眼，说了一句：“就买粉色康乃馨
吧……”话没说完，她又睡着了。回到驻
地后，我通过网络预订了鲜花，还和同事
一起在新防护服上画了两个蛋糕。

3月23日，我正好休息，一早就来
到了医院。我穿上了画着两个蛋糕的
防护服，带着鲜花进入病房。我们把鲜
花送给苏姐，一起为苏姐唱起生日歌。
幸福和快乐洋溢在整个北六病房，苏
姐的眼眶湿润了。

为苏姐庆贺生日时，王敏又拿出
了一束鲜花：“一佳，过两天就是你生
日了。鲜花送给你，提前祝你生日快
乐！”我真没想到，我在公交车上随口
一说的话，沉睡中的王敏居然记在心
里，悄悄策划了这个惊喜。

生日歌再次响起。在祝福声中，我
和苏姐一起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队队员、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 肖一佳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我和患者一起过了个生日
一线战“疫”日记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3 月 25 日早上 6 时 50 分，武汉金
银潭医院联合专家组副组长、南华大
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龙
勇在酒店简单洗漱后，登上了前往金
银潭医院的大巴。和战友交班、查看患
者病历和化验单、查房、根据病人状况
更新治疗方案……赶到医院后，龙勇
开始忙碌的一天。

这天，是龙勇和队友在金银潭医院工
作第29天。2月21日晚，我省支援武汉第
五批医疗队共174人抵汉，通过严格培训
和准备后，龙勇和一部分队员接管金银潭
医院北六病区，并任该病区主任。

“北六病区基本是新冠肺炎重症
及危重症患者，年龄多在70岁以上，不
少人有基础疾病，治疗起来相当棘
手。”北六病区副主任、南华大学附属
长沙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医师谭洪毅告诉记者，好在病区
有不少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他们来
自湖南不同地区不同医院，在自己医
院，他们很多是科主任、主任医师；来
到这里，他们都是一线战士，充满斗志
和活力，任劳任怨。”

病区里，77 岁的汪爷爷患老年痴
呆，意识时常不清、易怒，起初与医疗队
员交流困难。有着33年临床经验的“老
护士长”——金银潭医院联合护理部主
任冯雁和北六病区护士长向荣在观察
中发现，老人经常翻看老伴微信。“他的
手机屏保就是老伴，慈祥端庄，我能感
觉到他很爱她的老伴。”冯雁说，入院以
来汪爷爷很焦虑、心理负担过重，或许

老伴是打开他心锁的那把“钥匙”。
“老头子，你要遵医嘱，一定要平安

回来！”冯雁拨通了汪爷爷老伴的视频
电话，听见电话里传来老伴的声音，汪爷
爷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在冯雁、向荣带领下，医疗队员们每
天陪汪爷爷打视频电话，为他喂饭，帮他
洗衣服等，还带他绕着病床活动。“老头
子，今天又走了几圈啊？恢复不错嘛，要
谢谢医务人员哦。”老伴也不断鼓励他。
从交流困难到配合治疗，老人病情不断
好转，时不时对医务人员报以微笑。

这样的动人场景，每天都在北六
病区发生。

3月8日，武汉天气闷热。从早上6
时到下午，护士孙岸中只喝了250毫升
水，闷在4层防护服里感觉特别难受，
一阵眩晕后晕倒了。54 岁的患者严女
士赶紧将孙岸中扶到椅子上：“孩子，
你要好好休息。真想看到你们脱下口
罩的脸，记住你们的样子。”

“孙大白，加油！”3 月 18 日，74 岁
的老军医刘爷爷康复出院，出院前给
孙岸中留下一封信。看到信件，孙岸中
眼圈泛红。当晚6时许，刘爷爷抵达隔
离酒店后报平安，还通过微信发来他
以前做的4张字画的图片：“会有一段
时间见不上面了，但见字如面，爷爷谢
谢你！”收到微信，孙岸中控制不住情
绪，像个孩子一样哭起来。

3月20日中午，4名治愈患者在医
务人员护送下走出北六病区，他们连
声说：“谢谢，谢谢你们……”

此情此景，让龙勇也十分感慨，他
说：“湘江汉水，抗疫同心！”

医疗“湘军”
奋战湖北

“湘江汉水，抗疫同心”
——武汉金银潭医院北六病区战“疫”记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易禹
琳 通讯员 李妍蓉 蒋鼎邦）3月24日，
可远程操控消毒、可智能导航巡检的
系列防疫机器人，在湖南省人民医院
正式上岗。当天，湖南大学向湖南省人
民医院捐赠2台防疫机器人，包括医用
喷洒消毒机器人和医用紫外消毒机器
人各1台，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此次捐赠的防疫机器人由王耀南院
士带领团队，联合湖南大学机器人学院、
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湖南爱米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多方力量，历时40余天研制而成。研发
团队在调研定点医院消毒需求后，研制

了医用紫外消毒机器人、医用喷洒消毒
机器人、医用物资配送机器人等系列机
器人。医用喷洒消毒机器人可广泛应用
于医院、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公
共场所，医用紫外消毒机器人能在病房
内同时完成紫外线和喷洒两种消毒。

据湖南大学副校长汪卫斌介绍，
王耀南院士团队正在加紧研制智能移
动式测温-取样-诊断双臂协作机器
人，可自主大范围移动并搭载医用诊
疗设备，对患者检测部位定位和咽拭
子采样。湖南大学机器人视觉感知与
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已将医用应
急特种机器人列为实验室重点发展方
向，持续开展科研攻关。

通讯员 谢鹏 张可夫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浏阳，我回来啦！”
3 月 25 日一大早，坐在浏阳市赴

湖北省来凤县接人的大巴上，已在老
家呆了71天的浏阳市奎文小学老师李
燕，迫不及待地在朋友圈发了条消息。

为了帮助目前仍滞留在湖北（除
武汉外）的人员尽快返岗复学，浏阳市
委、市政府决定，从3月23日至28日，
派出“点对点”专车，赴湖北除武汉外
的12个市州接人。

3月24日清晨，第一批4辆大巴车从

浏阳出发，分赴湖北省来凤县、荆州市。当
晚7时，车队抵达来凤县城，随车工作组
马不停蹄与回浏人员再次联系确认。

“我们专车来接你们，一起回浏
阳！”一通通电话打下来，赴来凤工作
组组长、浏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
主任张希的声音沙哑了。

为确保安全，工作组有两名随车
医务人员，按要求给每位回浏人员做
好检测。同时，为每人准备了一个防疫
礼包。按照每人两个座位的布局，对车
厢内座位也进行了定点布置。

3月25日，4辆大巴在两地接回了
87人。他们中，有滞留在湖北的浏阳人，

也有在浏阳务工的湖北人，还有听说浏
阳接人消息后赶来的“湖北老乡”。

“一直想出去打工，听说浏阳发展
很快，我觉得是个机会。”33岁的来凤
人谢阳说。

专车一路飞驰，穿越省境。作为一
位早已在浏阳安家的“新浏阳人”，对
这次不同寻常的返浏路，李燕感受很
深：“我一直特别想回浏阳，但自己没
有车，火车也没开通。非常感谢政府的
关心，专门派车接我们回去。”

从3月25日零时起，湖北解除武
汉以外地区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
对外交通，离鄂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

码”安全有序流动。
2月下旬以来，浏阳派出20 个援

企稳岗赴外招聘小组，分奔省内外20
个劳务输出地开展招聘，半个月为重
点企业蓝思科技直接输送员工 4725
人。此次“点对点”专车接人，也将接
回一批滞留在湖北的蓝思科技员工。

“由于复工情况较好，大客户追加
了15%以上的订单，蓝思科技因此新
增3000多人的用工需求。”蓝思科技
人力资源部主管罗虹说，蓝思科技湖
北籍员工还有 465 人未返岗，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好转，需加大接人力度。

根据前期摸排，浏阳市共有1350
人仍滞留在湖北除武汉外地区，其中
包括372名学生、72名教职工。浏阳市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该市将以最快
的速度、最安全的方式、最真挚的情
感，迎接滞留在鄂人员回来。

浏阳市派专车，赴湖北除武汉外12个市州“点对点”接人——

“浏阳，我回来啦”

通讯员 王军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好事多磨！返湘真好！”3月25日
18时30分，5台大巴车顺利抵达株洲
市汽车中心站，车上陆续走下 110 名
来自湖北监利的青年男女，他们终于
按下新年务工生活“重启键”。

他们大多在芦淞市场群谋生，受
疫情影响，原定农历正月返株计划不
得不推迟。进入3月下旬，疫情防控形
势趋稳，复工复产迫在眉睫，株洲市决
定开辟“点对点”返岗专车，前往湖北，
接他们复工返岗。

3月25日早上，在株洲市委、市政
府统一安排下，该市荷塘区、芦淞区共
组织 16 台大巴车，分别前往湖北监
利、大冶等地，接500余名务工人员返
湘。记者随荷塘区组织的车队前往监
利。

当天 10 时 30 分，车队到达监利
县上信城广场时，春雨如瀑。车刚停
稳，已等候多时的务工人员顶着大雨，
跨过积水，拖着行李往车前靠。

3 号车上，随车的荷塘区月塘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姜波提前换好防护
服，与医生帅后广一起引导大家有序
上车。“尽量分开坐！”发放口罩和矿泉

水，测量体温、检查“绿码”，姜波在名
册上仔细核对人员。

豆大的雨点打在车窗上，闪电和
雷声吓得3岁的叶楷麟躲进母亲苏三
梅怀里。苏三梅的老家在监利县福田
市镇，一家人7年前就来到株洲，在合
泰地区租房子制成衣，两个小孩都在
株洲出生。两个星期前，制衣厂就开始
催单，一家人也办好健康证明，可监利
直达株洲的班车并未恢复。

姜波把盒饭里配的牛奶和鸡蛋送
给叶楷麟，孩子很快安静下来。姜波告
诉记者，芦淞服饰这些年闯出了名堂，
与湖北人的贡献分不开，尤其是心灵

手巧的女车工，决定了一批服装加工
企业能否顺利复工。

荷塘区政府办副主任张健的手
机一直响个不停。“前期没有报名又
有强烈返株意愿的，我们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尽量不空座位。”他给每台
车的工作人员发信息，随时报备等车
人数。

临时报名的朱小玲一家赶在发车
前，最后一批登上大巴车。她在株洲开
了一家服装厂，手底下有 20 多个员
工，眼下已到服装加工旺季，可车间的
大门还紧锁着。“这就是一台开往春天
的幸福客车。”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她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广州客户，告诉
对方自己即将复产。

中午1时，车辆准时启动。此时乌云
散去，监利县人社部门工作人员站在路
口挥手相送。

开往春天的幸福客车
——株洲“点对点”从湖北接500余名务工人员返湘

3月25日，来自岳阳周边的湖北籍市民乘车抵达岳阳汽车东站。当天，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
岳阳龙骧神驰有限公司组织大巴运输周边的湖北籍市民抵达岳阳汽车东站，方便他们转乘火车外出复工。截至21时，岳
阳汽车东站当天发送旅客18000余人次，其中湖北籍旅客15000余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唐俊 摄影报道

湖北解禁离鄂 岳阳客流剧增

2台防疫机器人一线上岗

图为医用喷洒消毒机器人。 通讯员 摄

湘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