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曲靖、大理

向咸宁捐赠500多万元物资

本报讯 记者程昌宗、赵忠志报
道：13日，来自云南曲靖、大理的两批
援咸生活类物资先后抵达咸宁。

带队的曲靖市政府副秘书长黄
光耀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曲
靖市迅速组建了由39名医护人员组
成的医疗队驰援咸宁，并先后向湖北
等地捐赠了一批蔬菜。通过企业捐
赠、政府购买的方式，曲靖市紧急调
配筹集了包括食用菜籽油、鸡蛋、猪
肉等价值430余万元的生活物资驰援
咸宁。

“这批猪肉可是我们那里的特
产，著名的宣恩火腿就是我们那里

的。”曲靖市政府办副主任柏朗坤告
诉记者，原计划调配32吨猪肉，实际
装车了34.7吨，尽我们所能，多出一
份力。

中午1时许，大理来咸车队风尘
仆仆赶到华信农贸大市场仓储区。
据悉，大理市此次向咸宁捐赠包括牛
奶、大白菜、鸡蛋等价值约90万元物
资。

浙江籍企业家蔡永清

向马安村捐赠万余元物资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讯员晏
天娇报道：“能为疫情防控尽一份绵
薄之力，是我们企业应有的责任。”2
月12日，咸宁国匠堂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浩将价值1.1万余元的大

米和花生油等爱心物资，送到高新区
横沟桥镇马安村疫情防控一线，以解
困难群众生活之需。

近日，远在浙江老家休假的国匠
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蔡永清了解到
咸宁的新冠肺炎疫情后，便给高新区
司法分局横沟桥司法所打来电话，表
示要为咸宁抗击疫情做点事。当得
知该所对口帮扶的贫困村有70户贫
困户急需大米和食用油等生活品时，
当即委托旗下咸宁国匠堂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想方设法筹购70件
大米和花生油。

爱心月嫂葛旭云

购买200斤莲藕送一线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吴林

艳报道：“刘书记，我家的莲藕正当
季，现在道路封锁运不出去，能不能
帮忙想想办法……”2月10日，通城
县隽水镇东港村贫困户张某，向县发
改委驻村工作组组长刘永安求助。

张某腿部有残疾，一家五口目前
住在东港村安置点。刘永安了解情
况后，拍着胸脯说：“放心，这事交给
我了！”

他通过手机短信、朋友圈、微信
群将张某的求助信息发布出去后，各
种咨询电话、信息纷纷而至。

无独有偶，爱心月嫂葛旭云希望
购置一批莲藕支助抗疫一线医务人
员，刘永安赶紧帮忙对接。葛嫂如愿
在东港村购得200斤新鲜莲藕，捐赠
给了通城县人民医院。

云南瑞丽向咸宁捐赠

150吨爱心西瓜
13日早8时，5辆载货量30吨左

右的大卡车缓缓停在市消防救援支
队特勤中队门口。车上，载满了来自
云南省瑞丽市畹町长合商贸有限公
司捐赠的150吨缅甸进口无籽西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东宁 见博 摄

大爱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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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4～16日受高空槽东移和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市有一次降水过程，并伴有大风降温天气。具体预报如下：14日：多云转小雨，偏北风1～2级，10～19℃;15日：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偏北风3～4级，0～14℃。

抗击疫情红黑榜

“疫情不退我不退，我干了
40多年公安，怎么能在退休时
当逃兵？”12日，接到组织来电
时，市公安局民警郭盛增正在
通山县李渡村村口的疫情防控
检查点和村干部仔细核查流动
人员信息。

在场人员并不知道，当天
正是郭盛增60岁生日，也意味
着他已经到了法定退休时间。
疫情发生以来，咸宁公安机关
全警参战，投入到抗击疫情的
战斗中。连日来，郭盛增也一直
坚守在防控巡查工作一线。

两天前，因防疫需要，市指
挥部从市公安局等部门抽调人
员，担负起配合疾控部门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这项工
作需面对面询问核查与已确诊
患者曾密切接触人群，具有很
大的传染风险。

考虑到仅有两天时间，郭
盛增就要退休了，局领导起初
并没有安排他参加这项工作。
郭盛增听到消息后，主动请缨，

“疫情当前，不分年龄大小，我
是老党员，我去！”领导拗不过
他的再三坚持，郭盛增成了工
作组的一员，并立即动身赶往

通山县开展工作。
为了准确详实地核查已确

诊患者的活动范围、接触人群，
最大限度减少传播概率，郭盛
增和同事们日以继夜开展工
作，往返于城乡各处，通过大量
的外调工作，并与密切接触人
员逐一核对，最终确定其活动
情况，为指挥部重点排查明确
具体范围。

“还有没有其他人与患者
吴某间接接触？”在通山县李渡
村村口的的疫情防控检查点，
郭盛增与村干部仔细核实每一
个流动的接触人员信息，并登
记在册。

据郭盛增介绍，他的工作
就是查清每一个接触人员在14
天内的身体状况，确保不遗漏
一人。检查完李渡村后，郭盛
增又马不停蹄赶往通羊镇双泉
社区继续开展工作。

出发前，郭盛增告诉记者，
排查工作量很大，这两天排查
了近40个调查对象。现在是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他压根就
没时间想退休的事，心中唯一
的想法是：一定全力站好最后
这班岗！

已60周岁的民警郭盛增：

“疫情不退我不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方达星 通讯员 周理勇

抗疫一线党旗红
亮身份践初心比作为

抗疫一线生力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通讯员 皮道琦 罗永萍

云南援鄂医疗队在咸宁 ④

见到云南援助咸宁医疗队嘉鱼分
队队长沈雯时，她正和两名队员讨论病
例的检测分析结果。

沈雯说，之前也曾参加过重大医疗
救助活动，但面对新冠肺炎这样的疫
情，大家都是新兵，“见缝插针交流心
得，这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提升服务能力。”

疫情防治，每一秒都是在与时间赛
跑。1月28日中午，沈雯和14名队友
抵达嘉鱼，一放下行李，就参加了嘉鱼
县组织的简短座谈会，迅速了解当前疫
情和工作任务。

而此时，作为嘉鱼收治新冠肺炎的
两个定点医院之一，嘉鱼县人民医院已
将全院的医生护士集中组织起来，分为
八个病区，24小时对发热病人、疑似和

确诊病例进行诊疗。
“云南医疗队来得及时。”嘉鱼县人

民医院院长熊安岭说，由于疫情突然暴
发，加上呼吸科、感染科等科室医护人
员数量较少，医院的接诊处置能力很快
就到达饱和。而且全院的300多位医
护人员从1月22日开始，连续高强度
工作整整一个星期，早已身心俱疲。

“1月30日上午，我们就正式进入
病房，参与到一线救治。”沈雯介绍说，
根据救治方案，6名医生被充实到技术
力量相对薄弱的病区，9名护士也作为
有生力量补充到各病区。

“云南医疗队为嘉鱼新冠肺炎疫情
的防控工作注入了强心剂。”嘉鱼县人
民医院副院长卢德慧评价道。

这针功效显著的“强心剂”，得力

于云南援鄂医疗队医护人员的专业素
养，还得力于紧张而又充分的前期准
备。

据了解，云南医疗队嘉鱼分队6
名医生中，队长沈雯是昆明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的呼吸科医师，赵常迪、
孙聪、王杰3人是云南省第三人民医
院的呼吸内科医师，杨芳是云南省第
三人民医院的感染管理科医师，李瑜
华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感
染科医师。

“我们这支队伍人员配置比较合
理，这为我们的工作增强了信心。”沈雯
告诉记者。

在抵达嘉鱼的28日晚上，沈雯将
队员们组织起来，由队内感染管理科医
师杨芳，专门为大家进行感染防控知识

培训。
“很多年轻队员，对疫情感控都不

很了解。作为专业人员，我义不容辞。”
杨芳说，必须让队员尽快掌握相关知
识，避免防护不到位造成非战斗减员。
这个时刻，人员就是战斗力，健康就是
战斗力。

防护服的穿脱、规范佩戴帽子口
罩、工作中的注意事项，从练规范到练
速度……就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队员们进行了高强度的练习。之后，包
括沈雯在内的14名队员，就像参加毕
业考试一样，一一通过了杨芳医师的严
格考核。

如今，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已进入
关键时期，15名来自云南的白衣天使
仍日夜坚守各自岗位上。

战胜疫情有信心
咸宁日报记者 宋文虎 特约记者 孔帆升 通讯员 刘娟

“每天晚上8点要在微信群里开研
讨会，大家互相分享经验、讨论问题。”
2月6日晚上6点50左右，刚下班回到
住处的何建林，正忙着整理当天遇到的
问题和取得的经验。

何建林是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也是此次云
南援鄂医疗队通山分队的领队。1月
28日，他带领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15名
医护人员抵达通山，援助该县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手问题。”何
建林说，通山县人民医院是一家综合型
医院，呼吸专科医生不是很多，当后期
患者增多时，人手的不足会给病情诊断
救治造成影响。

如何让其他医生能够快速提升诊
断、治疗新冠肺炎的水平，成了亟待解
决的难题。

“让它变成表格化、标准化，使其他
医生与呼吸专科医生的诊疗水平同质
化。”何建林说，救治小组在《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
版）》的基础上进行改编，通过表格的方
式，让不同医生诊断治疗同一病人的结
果同质化，快速提高医生诊断治疗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水平。

目前，该院呼吸专科医生不足的问
题得到有效改善。

“不担心自己，就是担心那些小姑
娘。”何建林说，此行15个人中，有6名
医生9名护士，里面还有几个90后的

小姑娘。
谭赛丽今年26岁，已在云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工作两年，在家人的支持下
报名参加此次援鄂行动。

2月4日晚上，正在休息的谭赛丽
接到电话，当晚值班护士身体出现不
适，希望她去接班，谭赛丽没有丝毫犹
豫，立即赶往医院。

晚上两点，正打算交班的谭赛丽，
得知病房内一患者PICC置管需要更
换辅贴，而接班护士未接触过此类状
况，无法处理，她便主动提出由她为患
者更换。当晚，谭赛丽推迟40多分钟
下班。

还有，生理期怕浪费防护服而穿纸
尿裤的吴素婷；冒雨转移病人而顾不上

吃饭的孙璐；脸上护目镜压痕几个小时
不能散去的庄雪；不敢与家中两个一岁
半孩子视频的张文芳；主动包下重活累
活的男护士仇文雄……他们都在坚持
着、奋斗着。

“打开门只看见牛奶，而看不见人
的那一刻真的很感动。”26岁彝族小姑
娘窦学萍说。

28日晚上，她们培训完回到房间
后，不一会便听到门外有人敲门，“给你
们送点牛奶，感谢你们过来帮忙。”当打
开门时，只看见地上的牛奶，人却不见
踪影。

“战胜疫情，我们有信心。”何建林
说，政府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关爱、患者
的致谢等，给了他们感动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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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军人石晨程退役不褪色

转战三小区 排查千余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甘青 通讯员 陈卓 李倩文

2月 11日早上7点45分，
49岁的石晨程就来到了凯翔康
城小区。来得早，是因为他要
核实、统计、提交小区的排查数
据。“早一点核实，我们能早一
点转战其他小区。”

有着28年党龄的石晨程是一
名转业军人，目前任职市财政局后
勤服务中心副主任。1月31日，他
就冲到了战“疫”一线。

2月1日至4日，石晨程独
自一人在清华苑小区值守排
查，4天时间，排查120户 300
余人。协助隔离武汉返乡人员
15人、外来流入人员45人。

2月5日至6日，石晨程转
战财政局机关办公区和住宅小
区，进行入户排查。2天时间，
排查72户200余人。

2月8日至11日，石晨程又
投身凯翔康城小区防控战。该小
区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4天时
间，他排查200多户500余人。

石晨程每天在小区进行排
查、登记、劝导、宣传，忙得连轴
转。清华苑小区保安陈和平感
叹：“军人就是素质好，作风强，
国家有难，挺身而出。”

这不是石晨程第一次挺身
而出，1998年嘉鱼抗洪，他奋勇向
前；2003年抗击非典，他勇往直
前；2008抗击冰雪，他主动上前。

在排查中，石晨程准备了

一枚党徽，一支笔，一个本子，
一副手套，一个口罩，一套说
辞，一个好心情。

石晨程解释，一枚党徽是
亮明身份，让群众知道共产党
员冲在前；一副手套和一个口
罩是做好防护，既防护自己也
保护群众；一支笔和一个本子
是为了做好防控记录，了解群
众需求；一套说辞和一个好心
情是疏导居民的心理，增强群
众战“疫”的信心。

石晨程入户排查常说4句
话：“我们要相信党中央，全国
都在动，各个省都在支援，全国
的专家都到湖北来了。”“我们
的子弟兵都赶到湖北来了，10
天时间就建起了火神山医院，
我们有能力。”“全市上下都在
全力防控，4万多名党员全部冲
在防控一线，你们可以安心。”

“你有什么困难需求，给我们打
电话，我们来沟通协调解决。”

“石晨程继承了部队听从
指挥、认真负责的好作风。”市
财政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
扬说，石晨程投入战“疫”以来，
没有跟机关党委提出困难与要
求，还主动承担起了3名党员志
愿者的接送工作。

据悉，当天石晨程已与银
泉社区沟通妥当，12日将转战
任务更艰巨的“三无小区”。

本报讯 通讯员张恒报
道：13日，我市警方又通报一批
防疫期间违法遭严惩案例。

——刑事案件
2月 10日，咸安公安分局

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吴某家立
案侦查并刑事拘留。据查，2月
5日晚21时许，咸安双溪桥镇
村民吴某兵等5人在吴某兴开
设的麻将馆内赌博，被警方当
场查获。在依法对参赌人员进
行处理时，村民吴某家等人辱
骂、推搡民警，并扬言要掀翻警
车。吴某家的行为严重阻碍民
警依法执行职务，涉嫌妨害公
务罪。

——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
的命令、决定行政案件

2月9日19时许，咸安大幕
村民李某生开车经过马安头村
十一组防疫卡点时，擅自将路
障移开。李某等人在李某生走

后将路障恢复。李某生再次经
过该路口时，无故辱骂李某，并
和李明某一起与李某发生肢体
冲突。咸安公安分局依法对李
某生处以行政拘留12日、罚款
500元处罚；对李明某处以行政
拘留10日、罚款500元处罚。

2月10日16时许，嘉鱼潘
家湾镇村民鲁某强未戴口罩，
不服劝阻。政府工作人员欲将
其送往派出所时，其子鲁某手
持菜刀威胁要砍工作人员，被
村干部发现后及时制止，后其菜
刀被其父鲁某强等人夺下。嘉鱼
县公安局依法对鲁某处以行政拘
留15日、罚款1000元处罚。

2月11日15时许，崇阳县
铜钟乡马桥村民吴某珍经过铜
钟乡清水村防疫卡点时，无通
行许可证，不听劝解，强行冲
卡，崇阳县公安局依法对吴某
珍处以行政拘留5日。

又一批防疫期间违法者遭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