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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腾燕妮

4 月 7 日晚，众多市民来到常德
市柳叶大道华尔夫酒店前坪，手捧鲜
花、举着横幅，等待英雄回家。这天，
武汉征战 47 天后，我省支援武汉第
五批医疗队湘雅常德医院分队35名
医务人员凯旋。

“他们是英雄，尽管不认识，只想
来迎接他们。”市民王强的一句话说
出了大家的心声。

晚上10时许，警灯闪烁、铁骑护
行，援鄂英雄回家了。常德市领导献

花、亲人隔空拥抱、迎接群众齐声高
呼，场面感人。

“想你！虽不能拥抱你，但看到你
平安归来，我们特别高兴。”医疗队队
员、湘雅常德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刘安娜的丈夫王晨曦带着 2 个孩子
来迎接妻子。看见妈妈，2 个孩子激
动得哭了。看到刘安娜入住隔离酒
店，王晨曦牵着孩子的手，大声喊道：

“我们等你回家。”
“他是丈夫，也是我的榜样！”看

到丈夫凯旋，医疗队队员、湘雅常德
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欧阳波的

妻子李萤萤热泪盈眶。她和丈夫都在
湘雅常德医院工作。她记得，疫情刚
发生时，医院成立疫情防控机动队，
欧阳波主动请缨上一线。受丈夫影
响，她也加入应急机动队伍。随后，欧
阳波征战武汉，李萤萤把9岁的女儿
交给父母，一边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一边等着丈夫归来。

“患难见真情。此次共同抗疫，除
去的是病魔，增进的是我们和武汉人
民的情谊。”欧阳波说，他一定会再去
武汉，带上家人，那时武汉的大街上
一定熙来攘往，人们笑靥如花。

父母大人敬启：
儿领命离湘赴鄂，已有一周，衣甚

暖，食颇饱，眠极安，父母勿念为盼。
疫事一起，情形颇烈，武汉三镇，

尽为病土。儿自领命，无一日不着白
衣，无一日不在前线，施针药，救死伤，
施我所学，冀有所得，不敢半点儿戏，
不敢一丝懈怠，惟望不负二老所嘱，医
院所托，国家所命。

常忆我父，着戎装，执甲兵，护卫南

国天空，兵锋所指，宵小不敢窜犯。念我
母，供三餐，勤耕织，耳提面命，受形秉
气，养育之恩，日日挂怀。犹念垂髫之时，
父母命我行正步，敬军礼，望我从军报
国，以承父业。孩儿顽劣，未进行伍，唯报
国之心，时时不敢涣散。今疫事一起，儿
自请缨，蹈火而行，生死不念，唯忧我父，
溽不知热，唯虑我母，寒不知冷。星汉两
城，相隔甚远，不能绕膝床前，儿颇念之，
但喜吾妻甚贤，可解二老孤怀，所需所

命，可尽驱使，儿虽远离，亦如膝下。
此役，万余白衣，共赴国难，成功

之日，相去不远，苍苍者天，必佑我等
忠勇之士，茫茫者地，必承我等拳拳之
心，待诏归来之日，忠孝亦成两全。然
情势莫测，若儿成仁，望父母珍重，儿
领国命，赴国难，纵死国，亦无憾。赵家
有死国之士，荣莫大焉。青山甚好，处
处可埋忠骨，成忠冢，无需马革裹尸返
长沙，便留武汉，看这大好城市，如何

重整河山。日后我父饮酒，如有酒花成
簇，聚而不散，正是顽劣孩儿，来看我
父；我母针织，如有线绳成结，屡理不
开，便是孩儿春光，来探我母。

惟愿我父我母，衣暖，食饱，寝安，身
健。儿在他乡，亦当自顾，父母无以为念。

时时戎马未歇肩，不惧坎坷不惧
难。为有牺牲多壮志，不破楼兰终不还。

不孝儿春光顿首、顿首、再顿首
2020年2月13日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曾鹤群 周毅）记者今天从省人
社厅了解到，省人社厅已于日前发布通
知，2020年度省本级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申报工作定于4月1日至5月31日进行。

通知明确，截至2020年2月，失业保
险参保登记单位类型为企业、民办非企
业、社会团体的参保单位失业保险缴费
基数申报，由省本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受理(受理地点：省人社厅附属楼三楼
312室)。其他参保登记单位类型为机关、
各类事业单位的参保单位失业保险缴费
基数申报工作由税务部门另行通知。

各参保单位将单位职工个人2019年

的年工资总额录入《湖南省失业保险参
保人员基本情况及缴费登记表》(表格下
载 地 址 ：http://222.240.173.92:9080/
icp_ggfw/corp/)，职工个人2019年年工
资总额低于34296元的，按34296元申报。

通知还明确，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
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及有关解释文件
对工资总额所作界定，职工工资总额包
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
贴、节假日福利、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
况下支付的工资等职工全部税前收入，
不论资金来源，不论是否计入成本，不论
以何种形式支付的劳动报酬，均应列入
工资总额。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欧阳炽心）近日，郴州临武县一家
企业私设暗管非法排污，被当地生态环
境部门罚款40万元，公司两名环保管理
人员被移送公安予以行政拘留。

3月24日，群众举报反映“临武县环
鑫公司铅锌矿非法排污影响生态健康”。
郴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通过网络平
台获取投诉件后，次日上午即由局长带
队对投诉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经突击检查发现，环鑫公司在土楼
冲工业园尾矿库回水池旁地下私自设置
一根直径360毫米的排水管，用于排放沉
淀池内废水。排水管出口隐藏在尾矿库
排洪涵洞内约10米，执法人员对排水管
出口废水进行了现场采样，后经检测砷
超标1.5倍。

面对铁证，企业承认了违法事实。因
近期雨量较大，企业的回水池库内废水
满了后无法处理，于是怀着疫情期间环
保部门停止对复工复产企业现场执法检
查的侥幸心理，私设暗管，将回水池库内
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水渠内。现
场查处后，执法人员立即责令该公司拆
除私设暗管，消除环境污染安全隐患。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和《郴州市自
由裁量权裁量基准》（2019版），郴州市生
态环境局临武分局最终作出了对环鑫公

司罚款40万元，并对环鑫公司两名环保
管理人员移送公安予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短评

复工复产，
环保治理不放松

曹娴 欧阳炽心

疫情防控期间，政府职能部门全力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无特殊情况监管部
门不开展现场执法检查，但这绝不意味
着企业可以逾越法律法规的底线，非法
排污，逃避监管。

临武县环鑫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最
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有人认为出于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考虑是否可以“手下留
情”，但更多的是认为必须依法依规处罚
到位。

复工复产要提速扩面，污染防治不容
丝毫松懈。环保部门一方面要依法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对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的
企业，做到无事不扰；一方面要坚持问题
导向，坚决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特别是对
法律意识淡薄、主观故意违法的企业，一
定要铁腕执法，绝不允许以牺牲生态环境
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的发展，坚决守住生
态保护底线，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郴州一企业非法排污被罚40万元
两名环保管理人员被行政拘留

湖南省本级失业保险
缴费基数开始申报

若儿成仁，望父母珍重

这封家书写于50多天前，写信人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赵春光，收信人是他的父母。2 月 7
日，元宵节前一天，儿子五岁生日，赵春光挂着装有儿子照
片的胸牌出征武汉。2月13日，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重症
病房下班回宿舍，听着窗外的救护车鸣笛声，死神离得如
此之近，赵春光流着泪写下这封“遗书”。他不敢寄给父母，

托付一位挚友，万一自己没有回来，请他转给妻子。2月15
日，本报刊发了他在情人节写给妻子的信《爱你呀，我的傻
小白》。4月1日，赵春光凯旋回湘。妻子李娜收到了朋友转
来的“遗书”，母亲不忍读，父亲赵贺庭是唐山大地震时第
一批驾机运输救灾物资抢险的战士，他为儿子自豪：“党员
就要勇于担当，冲锋在前。”

“看到你平安归来，高兴”
——常德支援武汉35名医务人员回家

编
者
按

春暖花开，英雄回家
——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一线医疗队员结束隔离返岗记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吴亮 邱海红

4 月 7 日，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
31名支援一线的医疗队员结束14天
隔离，重返岗位，受到同事、家人及市
民热情迎接。

上午9时，结束隔离的医疗队员
从隔离酒店乘坐专车，在警车引导
下，返回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

护理专家李慧红是这次娄底市
支援湖北黄冈医疗队副队长，为方便
工作，她与7名护士一起剪掉了心爱
的长发。返回家乡时，她头发长了，人
却瘦了许多。“我很欣慰，将姑娘们平
安带回家。”李慧红介绍，她们当中有
刚参加工作的小姑娘，也有结婚才两
个月的新人，再苦再累大家都没有叫
过一声苦。

坐上回医院的车，重症监护室
的文建福百感交集。2月16日，他临
危受命，带着医院 ICU 病室全体医
护人员紧急支援娄底市中心医院隔
离病区，负责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救
治。文建福坚守岗位，连亲人病逝也
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他感慨地说：

“打赢防疫攻坚战，一切辛苦都是值
得的。”

呼吸科副主任医生刘娇艳每天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从事高强度工
作。坐上回家的车，刘娇艳还不忘在
微信上提醒亲友：“勤洗手、勤通风，
做好个人防护。”

“你勇往直前的样子真美”“春暖
花开，只为等你回家”“致敬新时代最
美的人”……市民们早早等候在路
旁，用暖心的横幅和欢迎牌，表达心
中的敬意。

上午 10 时许，在娄底市第一人
民医院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队员们饱
含热泪与家人拥抱。“宝贝快看，那是
妈妈！”人群中，张妈妈将外孙李逸抱
到女儿张静面前。张静主动请缨驰援
黄冈时，5 个月大的孩子还没断奶。
她流着泪说：“哪有母亲不爱崽？但国
家有召唤，我们必须去。”市民黄冰挥
舞着小红旗：“为英雄点赞，欢迎回
家！”看到英雄下车，8岁女孩王佳妃
说：“没想到，这些英雄，都是很年轻
的大哥哥、大姐姐，我长大了也要当
英雄！”

疫情发生以来，娄底市第一人民
医院31名医务人员主动请缨奔赴战
疫最前线。其中，11 人支援湖北黄
冈，ICU 病房 15 人整建制进驻娄底
市定点医院重症救治区，5人进驻娄
底市定点医院隔离病房。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龚茶林

春暖花开时，英雄凯旋日。4 月
7 日，我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队平
江小分队的 20 名勇士凯旋，消息迅
速传开。

18时，平江县副县长潘如意、县
卫健局局长赵取平、县一人民医院院
长皮杨德到达长沙南站迎接。部分干
部和群众早早来到县城平汝高速出
口，翘首以盼。

“立正！敬礼！”20 时许，随着一
声清脆的汽笛声，援鄂英雄乘坐的车
子缓缓驶出高速出口。现场数十名公

安民警整齐列队，面向凯旋车队致
敬，所有车辆鸣笛欢迎。随后，警车开
道，的士车队、市民车队自发护送，英
雄的队伍向县城行进。

山城平江，华灯初上，处处洋溢
着喜庆氛围。城区公共场所、外墙灯
光全部点亮，广场户外大屏、沿街商
铺电子屏滚动播放勇士出征、抗疫
的视频和欢迎标语。自高速出口至
彭德怀铜像广场近 5 公里道路两
旁，自发前来迎接的老区群众挥舞
着手中的小红旗，以最高礼遇夹道
欢迎勇士归来。

在彭德怀铜像广场，在庄严的入
场曲中，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里，20

名平江援鄂英雄集体登上主席台。当
晚，他们是这方英雄土地上最亮的
星。县四大家班子为他们举办了简短
而隆重的欢迎仪式。

“逆行最美，壮举可敬！守望了
47 个日日夜夜，终于等到你们全胜
归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县委书记汪涛转达岳阳市委书记
王一鸥的慰问电，并满怀深情致
词。

“感谢县委、政府和单位领导关
心，感谢家乡父老关爱，感谢亲朋好
友支持。我们圆满完成了援鄂救治任
务，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队员叶琼
子代表援鄂队员作汇报发言。

逆行最美，壮举可敬
——我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队平江小分队凯旋

湘
潭
欢
迎
白
衣
天
使
凯
旋

通讯员 刘立姣 曾晓蓉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4月7日，11名驰援武汉
的湘潭民政系统医疗养老工
作者结束隔离、回到湘潭，受
到家乡人民热烈欢迎。

2 月 20 日，根据国家民
政部、省民政厅紧急部署，
湘潭市民政局连夜组织局
属单位市六医院、市康复医
院医务人员出征武汉。通过
严格审核、健康检查、防控
培训，申永忠、刘广福等 11
名医务人员组成湘潭工作
队，加入湖南民政养老服务
援鄂先锋队，2月22日紧急
驰援武汉市洪山区社会福
利院。这 11名队员中，年龄
最大的52岁，最小的21岁，
其中 6 名为“90 后”巾帼女
将。在武汉工作期间，他们充
分发挥专长，在湖南民政养

老服务援鄂先锋队统一安排下，为院内
老年人提供了细致周到的服务。3月24
日，湘潭工作队结束支援任务平安返
湘，在长沙市集中隔离休整14天。

“爸爸您真棒”“妈妈我爱您”“欢
迎白衣天使凯旋”……从湘潭市六医
院入口到医院大楼前坪，道路两旁都
是前来欢迎英雄回家的家人、同事。援
鄂医务人员走下大巴车，一个个熟悉
的面孔出现在眼前，一个个热烈的拥
抱接踵而来，一次次激动的泪水夺眶
而出，激动而温暖的场面令人动容。

湘水余波

战疫故事感动人心
湖南民政支援湖北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陈勇）今
天，省民政厅机关举行湖南民政支援湖
北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弘扬战疫
英雄先进事迹，为全省民政事业发展注
入强大精神动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入最吃
劲的关键阶段，我省组建主要由医生、护
士和养老护理员组成的湖南养老服务支
援湖北先锋队，紧急驰援武汉市洪山区
社会福利院等单位。先锋队42名勇士发
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团结
奋战、精准施策，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

汉保卫战立下了战功，得到民政部、省委
省政府、湖北省等方面的充分肯定。报告
会上，省民政厅授予这支队伍“最美民政
人”集体荣誉称号。

李宁、何平、丁绍干、张文信、袁治、
方婷、谭颖仪、胡立腾、罗晨阳等9名队员
代表全队分享了战疫故事。省民政厅机
关干部李鄂辉、姜雅琪等听完报告后说，
援鄂队员在战疫一线无畏的奉献、大爱
的付出，激励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奋发有
为，为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和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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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7日讯（见习记者 聂
沛 通讯员 张志伟）春风十里伴君归，抗
疫英雄把家回。4月5日下午，衡阳61名
援助湖北黄冈医疗队队员结束14天医学
观察，解除隔离。

在定点隔离酒店前，队员们兴奋地
同前来迎接的家人、朋友拥抱，和战友们
合影留念、互送祝福。“和孩子分别70余
天，今天终于看到他了。我非常想念我的
家人，这次的经历也让我更加珍爱生命、
珍惜家人。”医疗队员戴娜哽咽道。

据了解，隔离观察解除后，队员们将
重返原来岗位。“我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
片赤子之情，继续投身治病救人的工作中。”湖
南支援湖北医疗队衡阳分队队长刘军说。

1 月 25 日，衡阳 61 名医务人员出征
湖北，3月22日从战“疫”一线返回，是返
回衡阳的第2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疫情
发生以来，衡阳先后派出4批次医疗队支
援湖北，共参与治愈确诊病例268例，实
现医务人员零感染、治愈病人零返回、医
疗事故零发生。

衡阳61名援黄冈医疗队队员解除隔离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颜英华）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获
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公安机
关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哄抬物价、诈
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有力保障疫情防控
工作顺利开展。

截至4月1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
涉疫类刑事案件664起(含森林公安机关
侦办案件180起)，其中诈骗案414起，涉
嫌妨害公务案24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案 11 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6
起，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案
5起，妨害传染病防治案3起。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
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制假
售假、妨害传染病防治等违法犯罪活
动有所抬头，拒不执行疫情管控下的
决定命令等治安违法行为有所增加，
湖南公安将持续深化打击各类涉疫违
法犯罪活动。

全省公安机关侦办涉疫类刑事案件664起

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2月24日，溆浦县公安局以涉嫌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对刘某青、左某珍等人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刘某青、左某珍
等人多次隐瞒自己从武汉返溆事实，导
致28名密切接触人员被隔离观察。

1月19日，刘某青、左某珍从武昌火
车站乘坐火车返回溆浦。1月22日，刘某
青因喉咙疼痛到卫生院就诊，对医生隐
瞒从武汉返溆事实。1月30日，刘某青、
左某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妨害公务案
3月4日，隆回县政府工作人员在排

查中发现一外地籍人员廉某霞，其拒不
配合体温检测，并手持一把柴刀，扬言谁
敢来就砍谁，同时不停辱骂政府工作人
员。随后，派出所民警与乡政府工作人
员一起将廉某霞制服。在制服过程中，
廉某霞不断持刀挥舞、反抗，导致乡政
府工作人员包某受伤。目前，犯罪嫌疑
人廉某霞因妨害公务罪被公安机关依法
刑事拘留。

■相关链接·典型案例

平凡的你们
给我最多感动

杨又华

武汉解封前夕，湖南援鄂医
疗队最后一批 186 名医务人员回
来了。就像前几批返湘的医疗队
一样，他们打点行囊，匆匆告别，
踏上归程。留在他们身后的，是劫
后重生的满城灯火。

这是我们又一次见证英雄凯
旋的光荣时刻。此后，这些被我们
称为英雄的白衣战士将回到各自
的岗位，一切将复归平静。但正如
那首《真心英雄》的歌曲所唱的，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因为
这个冬春这场史诗般的抗疫大战，
这些普通的湖湘白衣卫士，将绵长
的感动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凄风苦雨中行色匆匆的慷慨
出征，春暖花开时载欣载奔的得
胜归来，无数的牵挂与等待，无数
的血汗与拼搏，无数的眼泪与欢
笑……这一帧帧画面，就像浮雕，
定格在人们的脑海。

两个多月，在时间的长河里
只是匆匆一瞬，但因为经历过惊
涛骇浪的生死激战，而具有了特别
的历史刻度。而那些白衣执甲的医
护人员，也因为危难关头的勇敢逆
行、不舍昼夜的舍命苦战，让我们
看到了不屈的意志、博大的仁心，
看到了人性绽放的璀璨光华。

“ 我 只 是 履 行 了 自 己 的 职
责”，这是许多医护人员面对记者
采访时的回答。事了拂衣去，深藏
功与名。伟大的奉献与牺牲，朴实
的语言与情怀，两相映照中，人们
懂得了什么是赤诚。

英雄的人民，造就英雄的国
度。从“医疗湘军”1498 名援鄂白
衣战士的身上，我们从一个侧面
看到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制胜的关键。

4 月 7 日晚
10时，医疗队员
手捧鲜花接受市
民的热烈欢迎。
湘雅常德医院的
35名队员于2月
21日驰援武汉，
在金银潭医院奋
战了47天。

陈欢 李紫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