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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月5日，是我来到黄冈的第8天。
今天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我们收治的一
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今天上午治
愈出院。

他也是一名医生，1月17日由黄冈市中心
医院确诊，1月31日转入黄冈市大别山医疗中
心6病区住院，在这6天里，我们运用中西医结
合方法进行治疗，他的病情逐步好转，临床症
状得到缓解，体温也正常。出院前连续2次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符合国家卫健委制
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出院标准。出院时，
他的心情非常激动，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虽然可
怕，我们一定能战胜它！我为他感到高兴，也为
自己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医者感到自豪！

（口述：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一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医生 肖明珠）

这个春节，注定是不平凡的。疫情来袭，
有这么一群人，因为职责、使命，他们选择逆
向而行。他们是血肉之躯的普通人，但他们的
爱，不止于平凡。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脸上的压
痕和双手的湿疹已是每个疫区战士的标配；
穿上防护服和尿不湿在湿冷的病房里挥汗如
雨，其中的滋味只有真实地体会过才有资格
描述。虽然很累，但病人的每一句诚恳的谢
谢、病情的一丝丝好转，都化为我们继续奋斗
的动力。春暖花开，未来可期！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春节，时光会将它永
远铭刻在2020的记忆中。

（口述：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
阳 君）

(整理：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刘璐 申伟红)

最开心的事，

莫过于患者出院

自1月25日大年初一在邵阳东互通设立
检查点，截至2月4日8时，共排查车辆14528
台次、人员47200人次，处置涉及疫情的警情
10起。双清交警党员突击队以坚定有力的措
施，毫不懈怠的精神，锲而不舍的作风坚决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被群众称为“抗疫铁军”。

换岗风波

2月4日一早，突击队负责人吕红华接到
大队长廖仁平的微信，大队领导对全体突击
队员表示慰问，肯定了他们勇于奉献、鏖战疫
情的辛勤努力，并考虑到他们已经坚守了10
个日夜，身心疲惫，想要换防一个中队接替他
们的工作。旁边的队员纷纷说”不换、不换”，

吕红华随即回复了这样一段话：“自疫情发生
以来，我们自告奋勇组织这支党员突击队，为
了阻击病毒的侵蚀，保障邵阳人民的健康，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队作用，担当抗疫病的勇士，
我们要守护好邵阳的东大门，请不要让我们
撤退……”

忠孝难全

“老公，你快回来，我爸爸不行了。”突击
队员匡孝桂接到妻子急促哭泣的电话，岳父
重病，妻子两天前就一直在催促他快点回去，
可他总想着岳父以前身体一直不错，这次也
是能熬过去的，而疫情的命令却是责无旁贷，
自己请战争取来的岗位，怎么可以因为家事

而离开？他总想着是妻子担心他在抗疫一线
的安危骗他的，可是，当2月2日他接到妻子
再次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岳父已经走了的消
息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不住的哽咽。2月3
日，他和妻弟（同样也是交警）一起做通了全
部家属的工作，特事特办，简单办理了老人的
丧礼，领导让他多休息两天操持家事，可他却
说：“老人家是个开明豁达的人，他在天之灵
也会希望我好好工作的。”

“四清”在线

“就凭我这个名字，抗疫突击队也不能忘
了我。”肖四清同志在递交党员请战书时说：

“抗疫情，清病毒，我的名字四个清，病毒还不
清光光呀！”考虑到肖四清同志已经55岁，身
体不好，患有高血压、腰椎盘突出等多种疾
病，大队领导想劝他不要参加一线24小时倒
班的工作，可他说：“我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
还是一名复原军人，我身上担负着两重使命，
这样的任务我怎么能不上！”就这样，他带着
药瓶子坚守在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

“铁军”战“疫”线
——双清交警党员突击队防控疫情小记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张薇薇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刘
炼 李泽枝）当前，春运返程高峰已至，有序
做好返程人员运输组织工作，对恢复生产生
活正常秩序、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转有重大
意义。针对市民出行需求和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形势依旧复杂严峻这一形势，2
月6日，根据上级要求，市春运工作领导小组
下发《关于统筹做好邵阳市春节后错峰返程
疫情防控和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
全市各地全力保障交通运输网络通行顺畅，
有力有序有效做好春节后错峰返程疫情防控
和交通运输保障各项工作。

经预测，我市春运后期返程客流量约

96.37万人次，其中铁路约55.61万人次、公路
约 39.44 万人次、民航约 1.32 万人次。通知要
求，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格按照“一断三不断”的
要求，切实保障公路网有序运行，不得未经批
准擅自采取封闭高速公路、阻断国省干线公
路、硬性隔离农村公路等措施。各县市区要科
学合理设置卫生检疫站，以提升公路通道通行
能力，确保应急运输车辆快速通行；交通运输
部门和运输企业要及时掌握地方人民政府关
于复工、开学等时间安排，根据各地外出人员
出行习惯，密切跟进疫情发展态势，综合研判
错峰返程客流需求，科学组织春运后期返程运
输工作；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交通运输部门要按照安全防控到位、规范有序
推进的原则，2月6日起，迅速恢复省内客运班
线（含市际、县际和县市区内班线）和城市公共
交通（含公交车、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除湖
北省外，其余省际班线视对方开通情况逐步恢
复。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科学合理制定
线路恢复和运力投放计划。

通知还要求，各地要严格落实交通运输
疫情防控要求，切实加强疫情防控措施宣传，
加强客运站场和交通工具消毒工作，严格规
范和加强乘客测温工作，认真做好乘客信息
登记，加强应急突发事件防控，切实阻断疫情
通过交通运输领域传播途径。

既方便返程人员出行，又做好疫情防控

2月6日起我市恢复省内客运班线和城市公交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张雪
珊 欧阳孝平）为确保废弃口罩等特殊有害垃圾
得到安全妥善处理，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双清
区城管综合执法局从疫情发生起，陆续在市城区
主街干道、小街小巷、居民院落、机关、企事业单位
等主要地点投放1500余个废弃口罩等特殊有害
垃圾专用收集桶。

用过的口罩沾满了细菌、病毒，属于医疗废
物，不能随意丢弃、自行处理。据了解，双清区城管
综合执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普通市民（无发热、
咳嗽等症状）用过的口罩，直接投放至“废弃口罩
等特殊垃圾收集桶”内；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市民
用过的口罩，应当喷洒 75%酒精、84 消毒液消毒
后，密封丢弃到“废弃口罩等特殊垃圾收集桶”。建
议市民在摘掉口罩时，尽量不要触碰口罩的表面，
更不要触碰到别人使用过的口罩；也不要直接放
到包里、兜里，投放后应及时洗手。

为确保安全，双清区城管综合执法局将安排
专人、专车负责收集、清运废弃口罩等，由区生态
环境分局和区城管综合执法局监督，在指定地点
进行无害化规范处理。

废弃口罩请与其他垃圾分开，不
要乱扔——

双清区投放1500余个
专用收集桶收集废弃口罩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谢晟 莫梦娜）

“邵阳市中心医院专用线路用
电正常，市疾控中心线路运行
稳定……”2 月 5 日，国网邵阳
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监控室里，
监控员们正密切监测着我市
重要防疫保电用户电路负荷
运行情况。

自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
客户中心快速反应，按照《国网
邵阳供电公司防疫期间重点用
户保电工作方案》要求，对全市

11家定点治疗医院、13家防疫
指挥部、3家防疫用品企业和6
条医院客户高压专线等单位，
开展远程24小时不间断负荷巡
测，通过远程大数据保电模式，
切实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所有重
要防疫保电单位正常用电。

据介绍，为了确保全天候、
无死角监控电路负荷运行情
况，该客服中心的 28 名监控
员，分“两班倒”，坚守岗位，尽
心履职，全力以赴助力疫情防
控阻击战。

电路监测两班倒 确保抗疫安全用电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吴继
胜 龚玉娥 袁海斌）2月6日，新邵县红十字医
院医务人员将刚刚熬制好的500余袋预防性中药
汤剂，免费送到社区居民和一线防控人员的手中，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战役打
响以来，该院全体医务人员投入一线防控，深入乡
镇、社区（村）宣讲防控知识、入户开展消毒等，还利
用微信工作群及微信工作平台加大防控知识宣传，
点击量达5000多人次。同时，开展疫情防控知识技
能培训，要求职业防护技能人人过关，全员知晓。

为了守住新邵抗疫第一道防线，1月25日，该
院15名医护人员组成检测小组，来到新邵西高速路
口，每天24小时为过往乘客进行体温检测、健康状
况初检、应急处理等，对春节期间武汉来酿溪镇定
居的331人进行网格式摸底排查。2月6日开始，又
免费为社区居民和一线防控人员熬制中药汤剂。

新邵红十字医院
免费熬制中药汤剂助防疫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
讯员 杨能广 周正新）2月3日，
新邵籍海外归侨、湖南昆银集团董
事长谢志建捐献给新邵县人民医
院的 8000 个民用口罩和 480 个
N95 口罩等防疫用品运抵新邵。
连日来，新邵籍海内外侨胞慷慨解
囊、筹集善款，并发起募集疫情防
控物资的行动，支援家乡。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发生后，新邵县口罩及防护服等
医疗应急物资存量告急，严重短
缺。县委统战部、县侨联、县工商

联针对这一情况立即成立工作班
子，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成员作用，
积极发动商会、民营企业捐款捐
物，并联合向新邵籍海内外侨胞发
出倡议书，联系、对接海内外侨胞、
北美乡友会、侨胞慈善基金会等，
号召他们为家乡捐款捐物。

倡议发出后，新邵籍海内外
侨胞纷纷响应，香港源慈善基金
会主席官慧珊捐赠口罩 6000 只；
新邵籍北美乡友会张长德、蒋干
清、卿科云、龙伟文等侨胞纷纷
捐款捐物。

侨胞有爱 同心战“疫”

2 月 6 日下
午，市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组织部
分公益组织和党
员志愿者开展关
爱抗疫一线工作
者暖心行动，他
们分别来到百春
园社区、邵阳火
车站、市社会福
利院，为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工作
者送去 160 份爱
心汤圆。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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