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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倩

“能受到表彰和认可很激动，但对
不起，我要先走，中午安排了个紧急碰
头会。”11月30日，面对记者采访，被评
为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的
莫波说。

莫波是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现在工作虽已
回到正轨，但她“习惯性”步履匆匆。参
加完省里的表彰会，又急忙往社区服务
中心赶。

今年 43 岁的莫波，从事医务工作
20余年，忙碌是她的工作常态。

同事眼中的“铁人”
今年1月23日，抗击疫情战斗打响

后，莫波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着
入户排查、体温监测等工作。“每天去那
么多居民家，心里害怕吗？”记者问。

莫波笑道：“太忙了，没有时间感受
害怕！”

据不完全统计，雨花亭街道 13 个
社区有外地来长人员 2万多人。按照工
作部署，包括莫波在内的 60 余名社区
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每天至少要上
门给他们做2次体温监测。

“通常是从一个地方忙着赶下一个
地方，有时在赶路的车上匆匆扒几口

饭，有时边走边啃个面包。”莫波说，为
节省时间和防护服，一套防护服一穿 8
小时以上，期间尽量不吃饭不喝水。

2 月 4 日，辖区内一小区出现确诊
病例。莫波接到上级主管部门指示后，
紧急抽调人手，对整个小区开展摸排及
医学观察工作。“既要严格要求居民落
实防控措施，也要注意对居民做‘心理
按摩’。”她说。

凌晨，莫波做完排查后召开紧急调
度会。“她嗓子沙哑得说不出话，眼里布
满血丝，我们看了很心疼。”莫波的同事
小梁说。

“莫波专业技能过硬，工作敢打敢
拼，我们常开玩笑说她是‘铁人’。”雨花
区卫健局副局长陈军介绍，在“三基”

（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护理
考试中，莫波经常拿第一。

街坊邻里的亲人
“莫妹子平日温声细语，亲切得很，

但疫情防控期间，她好严肃、好泼辣
咧！”面对社区居民李小华的打趣，莫波
苦笑不已。

“疫情刚开始时，有些居民存在侥
幸心理，我心里蛮着急。”莫波说，面对
防护意识不强的居民，她总是严厉提出
批评，把事实和道理讲清楚。

莫波也吃了不少居民的“闭门羹”。

有些居民担心医务人员携带病毒，任凭
他们在门外劝说也不开门。一次被拒
绝，莫波就第二次、第三次上门，在反复
沟通中打开居民的心门。

了解到一户确诊病例家庭有孕妇无
人照顾，莫波多次联系上级医院会诊，临
产前护送其至医院平安分娩；得知辖区
定点隔离酒店 8名居民出现胆结石、胃
肠炎等不适症状，莫波主动联系医院进
行转诊并陪同就诊；小区张爹爹因疫情
影响，年前食管瘤手术未能到医院拆线，
莫波带医生穿着防护服上门拆线……

莫波的辛苦，居民们看在眼里。“上
门次数多了，莫妹子与我们越来越近、
越来越亲，就像是我们的亲人。”李小华
说。

在一处返长人员集中隔离点结束
医学观察后，一个小男孩找到莫波，递
给她一个粉红色的信封。信上字迹歪歪
扭扭，但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激之情，信
封里还夹着 50 元钱。“这是我的零花
钱，想给阿姨卖束花。”信上说。提起这
件事，莫波心里暖暖的：“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家人心中的英雄
11 月 30 日 19 时 40 分，做好的饭

菜冷了，莫波还没有回家。莫波的婆婆
马建坤时不时看向时钟：“她一忙起来，

常常吃不上热饭。”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基本整天看

不到她人，只能通过微信朋友圈了解
她的动态。有时看到她微信显示的运
动量是每天三四万步，很担心她身体
吃不消。”马建坤说，过年前，莫波刚被
检查出甲亢复发，常常胸闷气促。原计
划过完年就去住院治疗，但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莫波的正常休息时间没有
了。家人劝莫波放慢工作节奏去医院
检查，她总是“闪烁其词”：“好的，忙完
这一阵我就去。”一直到 5月份，莫波才
去医院。

莫波的儿子方浩然，疫情防控期间
“寄养”在亲戚家。“我每天在外面跑，一
是没时间照顾他，二是也担心因为自己
的原因感染儿子。”莫波说。

虽然很少见面，但丝毫不影响儿子
对妈妈的崇拜。“我妈妈是英雄。”方浩
然满脸骄傲。

方浩然还把对妈妈的心疼与钦佩
写在作文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妈
妈让我如此牵挂。这一次，我真真切切
地感受到，那些战斗在抗击疫情最前线
的医务工作者们是多么不容易！你们就
是最美的英雄。”

今年中考，方浩然不负期望考上心
仪的高中。他说：“比起言语上的崇拜，
努力的行动更能让妈妈放心、开心。”

湖南日报记者 张璇

“作为人民警察，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是我们的天职。”11 月 30 日，在
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
被评为全省抗疫先进集体的岳阳市公
安局流行病学调查突击队受到表彰。队
长周知发言时，向大家讲述了来自流行
病学调查一线的战疫历程。

作为湖南“北大门”，岳阳毗邻湖
北。两地山水相连，人情相依，为疾控
部门流调工作带来空前压力。2 月 6
日，岳阳市公安局正式成立流行病学
调查突击队，精准筛查确诊患者及密
切接触人员。

24 小时地毯式追击，45 个日夜连
续奋战，该队累计对 103 名确诊、疑似
对象开展调查、询问等工作，了解 5481
名相关人员情况，提交流调报告100份

（部分对象合并一份），有效阻断了病源
传播，为“内防扩散”作出突出贡献。

疫情就是命令
1月19日，岳阳出现第一例新冠肺

炎疑似患者；1 月 21 日，确诊第一例新
冠肺炎患者；1 月 25 日，第二例患者确
诊……

疫情来势汹汹，为解决全市流调工

作中专业人员紧缺、调查手段单一等难
题，2月6日，岳阳市公安局紧急发出组
建流行病学调查突击队倡议书。

“我报名！”“我参加！”微信群里，已
在抗疫一线奋战多日的公安干警纷纷
响应。当晚，来自刑侦、治安、经侦、禁
毒、水警等部门的80名精干警力，连夜
组成流调突击队。7日一早，队员们带上
简单行装，投入到 12 名确诊患者和密
切接触者的流调工作中。

流调的核心在于“找人”，即快、
准、全找到密切接触者，最快速度切
断感染源。周知介绍，流调突击队按
照“3 名民警加 1 名疾控人员”模式组
建作战单元，明确“第一时间接收市
防指（疾控部门）确诊信息-指派研判
专班开展初步研判（查清同户、同车、
出行等轨迹）-协同卫计部门开展调
查-集中会商-形成调查报告-反馈指
挥部”工作流程，确保不遗漏任何一
名密切接触者。

防控不留死角
按照“确定一人，查实一串”的思

路，岳阳市公安局流调突击队全体成员
24小时待命，发挥最大合力开展地毯式
流调。

2 月初，岳阳楼区某餐馆厨师谢某

某确诊新冠肺炎。他去了哪些地方？坐
了哪些车？接触了多少人？一时间人心
惶惶。

因场所复杂、人流量大，流调突击
队当即派出两个小组，进入现场开展工
作。从谢某某 14天内出行记录，到与供
货人员、服务员、顾客等接触史，以及餐
馆 14 天内支付流水等，突击队员在 24
小时内筛查并掌握到相关人员 3162
人，并逐一进行排查隔离与核酸检测，
让传播风险降到最小。

岳阳有一对确诊夫妇，试图隐瞒去
武汉处理私事的经历。流调突击队通过
调取时长 379 小时、内存 207G 的监控
视频，走访调查 637 人，最终确定该夫
妇 发 病 前 去 过 武 汉 的 事 实 ，核 查 出
1900 余名接触人员，并有针对性地采
取措施。

先进技术是战疫的法宝。突击队员
彭燕兵积极运用大数据和网技手段，与
队友开展技术攻关，短时间内成功研发
出 2套数据模型，累计筛查、对比、分析
重点数据 8万多人次，实现了确诊人员
和密切关系人分类分级管控。

奉献彰显忠诚
“请回家看看刚生产的妻子，立即

执行！”2月25日，一道命令传达到正在

开展流调工作的突击队员沈进手中。此
前，上级考虑到他妻子预产期临近，将
他安排在时间相对灵活的数据监测岗。
但他坚持到一线，参与急难险重的流调
工作。

2月24日，沈进从电话中得知妻子
顺利生下一名男孩，却没有声张。“请你
和孩子多理解，等抗疫胜利后我一定好
好陪伴你们。”接到强制休假令后，沈进
身穿防护服，在产房外隔窗探视刚生产
完的妻子和躺在摇篮中的儿子后，又回
到工作岗位。

今年 58岁的林福军是流调突击队
里的老大哥，年纪最大，经验也最丰
富。在流调工作中，他充分利用 20 多
年刑侦工作经验，追击研判流调工作
中的难点堵点，尽其所能对年轻民警

“传、帮、带”。
突击队员杨滔感受最深。“有一天

凌晨，林队追查到一个密切接触者。我
和他在雨夹雪天气开车上门，又几经物
业、保安才联系到这名密切接触者。”杨
滔说，直到将每一项防疫要求告知对方
后，林福军才安心收队休息。

“平时在家，我们是为人儿女、为人
父母的普通人；穿上警服，我们就是逆行
出征的人民卫士！”虽然马上要退居二
线，林福军仍牢记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抗“疫”群英谱 第六届湖南省省长质量奖巡礼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黄欣芳 高力

“满足顾客需求，超越顾客期望。”
在衡阳市建衡实业有限公司入口处，一
行标语抓人眼球。

聚焦“小众产品”铝铁盐水处理剂
市场，建衡实业专注耕耘62年，成为该
领域龙头企业。今年 11 月 16 日，建衡
实业捧得第六届湖南省省长质量奖。

“公司将‘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
理念，全力渗透到生产经营的所有细节
中。”11 月 27 日，建衡实业董事长何朝
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用心做足“水”
文章，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连续8年居
国内第一，并远销日本、非洲、东南亚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老字号”转制焕发新活力
位于湖南衡阳松木经开区的建衡

实业，前身为建于 1958 年的“老字号”
国企衡阳市建衡化工厂。

2003年，该化工厂濒临破产，改制
为民营企业建衡实业。

历史包袱沉重、产品竞争乏力，新
公司如何生存发展？

“把熟悉的产品做精，把已有的市
场做透！”2003 年，走马上任建衡实业
董事长的何朝晖为公司制定发展路线
图，坚定围绕“水”字做文章。

硫酸铝、聚氯化铝、聚合硫酸铁、聚
合氯化铝铁等市场上需求量大的铝铁
盐水处理剂，正是建衡实业的主打产
品。那时，市场需求尚未充分释放，铝铁
盐水处理剂被认为是小众产品。

何朝晖带领团队对公司生产、研
发、销售、服务等环节进行流程再造、规
范管理，最终实现产品提质升级。

细分小行业，也能干出新天地。
针对传统的铝铁盐水处理剂存在

的用量多、絮凝时间长、出水浊度高等
质量问题，建衡实业研发出具有高白高
盐基度、絮凝效果好、净水后水中的残
留铝低等特点的新产品。

“客户看中公司产品质量，认同我
们的贴心服务。”建衡实业常务副总经
理何青峰介绍，香港水务署、长沙水业
集团、南昌水业集团、海口水务集团等
大批客户纷至沓来，在与建衡实业接触
后“一见倾心”。

市场日渐开阔，产品销量节节攀
升。建衡实业迎来历史最好的光景：
2019 年水处理系列产品年产量达 50
万吨，年产值达 5 亿元，并启动创业板

上市计划。
经年累月“打磨”品牌，建衡实业拥

有了新的“江湖地位”：全国铝铁盐行业
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技术及制造装备最
先进的龙头企业，全国铝铁盐专家组组
长厂，亚洲最大的铝铁盐水处理剂生产
基地。

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
“早年，中东地区某国计划来我国

采购一批产品，但考察企业后认为，产
品中氧化铝等含量未达到欧盟标准，便
放弃了采购。”建衡实业常务副总经理
何青峰说，当时国内铝铁盐产品标准与
国际通用标准存在差距，导致国内铝铁
盐产品出口受阻。

问题根源在哪里？标准不够高，质
量上不去。

建衡实业创建之初，曾有过产品附
加值低、市场难以打开的窘境。为扭转
被动局面，公司立下“标准领先、全面规
范、提升质量”的发展理念，矢志打一场
突围战。

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年产 20 万吨
铝盐产品节能减排提质增效产业化”项
目，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自主研
发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技术的硫酸铝、
明矾、聚氯化铝等三大产品生产线，达
到国内最先进水平，成为铝铁盐行业转
型升级标杆。

“产品标准国内领先，国际认可。”
何青峰不无自豪地说，按照建衡实业标
准生产的产品，可以免检出口。

坚持走“技术专利化，产品标准
化”，建衡实业开创了“低能耗、低污染、
自动化、智能化”的国内铝铁盐新生产
模式，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在国内铝铁
盐行业保持领先地位。

一流企业，定制标准。
建衡实业近年主持制定的《水处理

剂聚氯化铝》《食品添加剂硫酸铝钾》等7
个国家标准和《水处理剂聚氯化铁》《工
业聚氯化铝》等7个行业标准，都达到或
超过欧盟、日本等标准水平，一跃成为国
内铝铁盐行业标准引领者和主导者。

伴随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保护水
资源、保障民众用水安全日益迫切，铝铁
盐水处理剂市场需求量持续大幅增长。

“将产品服务做到极致，方能抢抓
更大发展机遇。”建衡实业董事长何朝
晖说，以获得省长质量奖为新起点，下
一个 5 年，公司瞄准年产值 10 亿元的
目标，实现资本市场突破，为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更大价值。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老船长叫邓南凤，67岁。初冬时节，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家里拾掇，日子
过得休闲，栏里的两头年猪养得肥壮。

在沅陵县北溶乡杨家潭村，“老船长”
是村民对他的尊称。他乐呵一笑：“今年不
开船了，和你们城里人一样‘退休’咯。”

北溶乡属库区乡镇，杨家潭村是深
度贫困村、重点移民村，地处沅江边半坡
上。村党支部书记周雅介绍，以前村里有
一条县道通往县城，五强溪库区蓄水导
致县道被淹后，至 2019 年村里 28 年没
有通车了，基本是“交通靠走，通信靠
吼”，船成了村民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

邓南凤开了20多年的船，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早上将村民送到县城码头，中
午再返回村里。这一个来回，需要5至6
个小时。

乡亲们说，是精准扶贫的春风，让

杨家潭村日新月异。
怀化市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党组成

员、纪检组长蔡长捌，系怀化市委派驻
杨家潭村扶贫工作队队长。2019 年 2
月，他临危受命，前往杨家潭村扶贫。第
一次坐船来到村里走访调研，蔡长捌发
现有些村民对扶贫干部和村支两委爱
理不理，更多的村民是失望加期望。村
民谭知明说：“如果你们把村里的路修
好了，我给你们送面锦旗。”

“你看，去年我刚到村里时，这条 8
公里的通村公路还只修了一半。当年村
里要脱贫出列，你说我压力大不大。”蔡
长捌指着眼前一张杨家潭村地图对记
者说，除了通村公路，村民们的最大盼
望，是在沅江边修一条通往县城方向的

沿河民生路——杨卢公路（杨家潭村至
深溪口乡卢家湾村）。

当蔡长捌把调研报告提交后盾单
位党组研究时，得到单位主任、党组书
记马利平大力支持。

“马书记和我一起，奔走于省市县
多部门之间跑项目、跑资金，筹集资金
800万元。”蔡长捌说。

2019 年 4 月，民生路开工建设。一
路走来，蔡长捌吃了不少苦头。

蔡长捌驻村 1年后，杨家潭村新建
通达公路38公里、通畅公路23公里，同
时实现通信信号全覆盖。特别是 15 公
里的沿河民生路，让 28 年走水路的村
民，终于又有了通往县城的公路。原来
村民去县城坐船需要 2 至 3 个小时，现

在坐车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去年，该村
如期脱贫出列。今年10月，蔡长捌荣获
怀化市“最美扶贫人物”荣誉称号。

路修通了，坐船的人少了，老船长
邓南凤的“生意”越来越差。今年，村船
停了。但老船长还挺高兴，说：“村民出
行方便比什么都重要。”

是民生路，也是致富路。截至今年3
月，该村建设黄牛养殖场2个，带动全村大
小养殖户10余户致富。“以前没有路，搞养
殖难，养大了也不好卖。路通了，我又多养
了几十头。”村里的养殖大户卢美玉说。

村民邓生强以前常年在外务工，如
今，他在村里修了新房。今年，他种植了
油菜、玉米等农作物10多亩，一年收成
不比在外面差，还可以照顾老人。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李雪菲

冬日，山间云雾萦绕。站在高处俯
瞰，一垄垄花卉苗木，将村庄串成一幅
水墨画——这里是长沙市雨花区跳马
镇三仙岭村。

相传有 3位道人在此处成仙，三仙
岭村名由此而来。这个 14.72 平方公里
的大村，有村民 1240 户。由于山地多、
耕地少，村民发展一度受阻。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村民陆
续开始种植花卉苗木。“一杯苗、一把
剪，是我们三仙岭村脱贫致富、实现乡
村振兴的‘法宝’。”三仙岭村党总支书
记凌峰指着满山葱郁，自豪地说。

11月30日，在凌峰的带领下，记者
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何嫩青家。

趁着没下雨，何嫩青和丈夫彭仲文

一大早便忙着装杯苗。
所谓杯苗，是指用特定容器培育的

作物或果树、花卉、林木幼苗，也称容器
苗。在门前的两亩苗木地里，何嫩青小
心翼翼挖出地苗，将苗移植到直径约
10厘米的圆柱塑料杯。

温度很低，何嫩青干裂的双手冻得
发红。“天冷也不习惯戴手套，光着手移
苗更能把握好、不伤到根。”何嫩青说。

身体残障，加上两个幼儿要抚养，
何嫩青曾经生活拮据。这几年，村支两
委鼓励何嫩青种植杯苗增加收入。“刚
开始我也很犹豫。我对村干部说，我一
没技术，二没钱，养不好咋办？村里得知
情况，免费提供了化肥和农药等，还派
技术人员上门教我们。”何嫩青介绍，几
年过去，何嫩青家的屋前屋后全被苗木
的绿色所萦绕。“现在我家一年光种杯

苗就有五六万元收入，日子过得比以前
好多了。”

选择杯苗而不是直接种植苗木有
着多重考虑。凌峰介绍，三仙岭村地少
人多，而杯苗占耕地少、还能循环使用；
同时，跟地苗相比，杯苗成活率高、身价
也倍涨，一株杯苗可以卖到1元左右。

村民的积极性也高涨。村里共有一
千多个苗木种植基地，成立苗木合作社
46家。2018年以来，村支两委组织成立
了农民经济专业合作社和农民土地专
业合作社，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对全村苗
木种植进行集中管理、规模化管理。

花卉苗木养植中有句俗话：“七分
管，三分剪。”这也催生了新的职业——
苗木造型师，这也是凌峰所说的“一把
剪”。

年过六旬的村民陈月星登上高梯，

爬上树顶。手中挥舞着枝剪，咔咔嚓嚓，
2 个小时后，一株枝叶松散的桂花树被

“剃”成球形，弧度流畅，显得圆润可爱。
“可别小看这样修修剪剪，一株树

相上好的桂花树，有时能够卖到一株
七八万元的高价。”陈月星口中说着，手
上并不闲着，开始捆绑松散的树枝。

陈月星是高级苗木修剪师。在外地
学会修剪造型技术后，陈月星成了当地
苗木种植企业争抢的技术师。“像这样
的桂花树，我一天能剪四五株，日工资
最高能有800元。”陈月星介绍，不少村
民看见他收入不错纷纷拜他为师，他也
乐此不疲地倾囊相授。

多年的发展，三仙岭村绿意更多，
村民腰包更鼓。“村里小汽车满地跑，
1240 户村民有 1200 多辆小汽车，几乎
是户均一辆。”凌峰眼里满满都是笑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邹娜妮
通讯员 刘明 鄢吉

12 月 1 日中午，方子介老人一到
家，便打开自来水龙头，清洗手脚上的
淤泥。他笑着说：“以前天旱时要挑水
喝，有时为了挑一担水要等 2 个小时。
现在一开龙头就有水，水质也好。”

78岁的方老是新化县圳上镇金炉
村人。金炉村共有2694人，因地处石灰
岩干旱地区、无地表径流，是全县饮水
条件最差的村落之一。

去年11月底，在新化县水利局、帮
扶单位县自然资源局以及镇村合力攻
坚下，该村金狮洞安全饮水点投入使
用，从溶洞底部引来的地下水，不仅实
现了村民期待已久的自来水梦，也让该
村季节性缺水成为历史。

作为新化县施工难度最大的安全
饮水工程之一，金狮洞取水点的建设过
程充满艰辛。

多年来，省、市、县水利专家都曾来
此实地勘探找水，但因特殊的地理环境，
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水源点。为了解决生
产用水，当地将山塘和水田内侧涂上水
泥层蓄水；为了在缺水时有水喝，村民将
一处小水源点建成小水池，用水高峰期
两小时才能舀满一担水。

“我们发动村民四处找水，有村民
冒险进入金狮洞探查，并且听到了水
声。”金炉村村委会主任方定辉介绍，

“从来没有人到过洞底，洞内有多深，是
否缺氧，我们一无所知。”

第二天，新化县水利局安排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朱永斌带队前来勘察。经过
多番讨论研究，大家一致决定“探水”！

当天13时，探水队带上梯子、矿帽、
矿灯、绳索、竹竿和保险绳等工具，探水
金狮洞。“洞口到洞底的直接高程80米，
距离380多米，有两级落差大的地方。”
新化县水利局质监站站长胡灿东回忆，
来回的700多米，一共用了5个多小时。

“用瓶子取了水样，经县水质检测
中心检测，水样的化验结果达到优质标
准。”朱永斌开心地说。

探水成功，金狮洞取水点建设迅速
实施。

方案科学制定，村民踊跃筹工，建
设工作按计划如期推进。去年11月初，
施工栈道搭建完成，洞底蓄水池开挖，
11月底金狮洞取水点正式投入使用。

“目前，日供水 60 吨，覆盖了村里
季节性缺水的地方和邻村部分区域，全
村 1600 多人受益。”方定辉介绍，村里
计划将金狮洞取水点再扩容，成为全村
的饮用水源点。

铁人·亲人·英雄
——记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莫波

斩断病毒传播链条
——记岳阳市公安局流行病学调查突击队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树相”唯娇媚 杯苗身价高

民生路一修 老船长“退休”

建衡实业：

用心做足“水”文章

金狮洞引水记

杭长高速长沙段新添调头匝道
12月1日，G6021杭长高速长沙段三一收费站调头匝道开通试运行。杭长高

速三一收费站是过往车辆进出星沙的重要通道。长沙经开区对三一收费站收费车
道进行扩建、增加调头匝道，有效地提升了该区域的通行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