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全面保障市区疫情防控期间基
本生活物资供应，市区共确定91 个基
本生活物资保供点供市民采购。

10日，记者走访多个保供点发现，
市民佩戴口罩，有序接受体温检测和
登记入内采购。各保供点内果蔬、肉
类及蛋奶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忠志 摄

生活物资
量足价稳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特
约记者胡剑芳、李星报道：2月5
日，记者来到咸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医疗废弃物的处置点。

“这里是重度污染区，没事
不要在这里待久了。”见到有人
靠近，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及
时发出善意提醒。

该院感染办公室主任熊英
告诉记者，一次性使用的注射
器，棉签、棉球、输液管，都属于
医疗废物。

湖北汇楚危险物处置有限
公司，是我市唯一一家有资质
的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咸安区
所有的医疗废弃物都在这里进
行最终的处置。

“我们公司有专业的转运车
进行运输，每道程序都有专业的
消毒。全市有近104家定点医
院（发热门诊、隔离点）的废弃物
都送来这儿，进行无害化的焚烧
处理，做到日产日清。”该公司安
环部总经理祝顺城告诉记者。

全市104家定点医院：

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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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报
道：“本酒店不对外营业，专供
政府医疗人员使用，如有不便
感谢您的配合与谅解！”连日
来，位于武汉二七路上的宜尚
酒店贴出的这则“温馨提示”，
刷爆了崇阳人的朋友圈。

据悉，宜尚酒店是东呈国
际集团旗下品牌店之一，其创
始人程新华是崇阳县青山镇东
流村人。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
以来，东呈在湖北的所有门店

仍然坚持营业，就是为了向所
有滞留旅客提供住宿服务，为
一线防疫工作者提供便利。

同时，东呈还要求全国200
多座城市、近3000家门店全面
执行消杀、饮食卫生控制、配发
口罩、测量体温等防控措施；并
关闭酒店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
区域；暂缓重点防控区域同事返
城上班；为驻留武汉的员工提供
免费集中住宿等一系列有力的
防疫举措，受到广泛好评。

崇阳企业家程新华：

向一线防疫者提供住宿

2月7日凌晨，咸宁日报微博客户
端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来信，作者是赤壁
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她目前正在赤
壁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通过手机写下
了这封信。
各位关心我们的人：

你们好！
今年的春节很安静，静得听不见汽

车的鸣声、听不到人们的喧闹、听不到
远处的鞭炮声，连小朋友的嘻闹也听不
到。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进进出出的白
衣天使，她们个个身着防护服，眼戴护
目镜，头戴两层帽子，嘴上戴着口罩，手
上戴着橡皮手套。她们穿梭在每个病
房，行走在每一张病床边，与每一个病
人都有亲密接触，用生命在战斗。问起
她们才知道，她们从腊月二十九就上班

了，一直没有回家。脱下白衣她们是一
个个孩子妈妈，她们更是一个个父母的
儿女；与她们交流起来，听到的总是鼓
励，感觉到的都是希望。透过防护眼
罩，我只能看见她的双眼，个个都是美
人儿。看着她们不停地忙碌，除了打
针、抽血、量体温、量血压，她们还承担
着打扫卫生、帮病人端饭送水等繁琐的
事情。更令人感动的是，她们像亲人一
样安慰每个患者，鼓励他们多吃、多喝
水，尽量下床活动活筋骨。特别让我感
动的是，我入院的第二天早上，精神状
态很差，那位名叫郑雪琴的护士端过来
一碗汤面。此时，我右手滴着药水，左
手又在量血压，双手颤抖。见到此情此
景，护士郑雪琴笑着对我说：“早餐你咋
吃，我喂你吧！”这贴心的话语，是一个
护士说的么？这分明是自己的女儿才

能做到的事呀！我感动了，我泪奔了。
但我婉言谢绝了，她转身又提起我晚上
方便过的大小便桶子，直奔洗手间去冲
洗了，不一会儿又进来了。这几天，我
还接触到了熊乐、梅莉、钱丹，他们看起
来都只有二三十岁，用她们自己的话来
说叫“忙得直飞”。但是，她们对每个患
者的态度还是那么和蔼、那样亲和，实
在令人敬佩。看着她们不停地忙碌，这
满满的情、这浓浓的爱，这对工作的责
任心，对患者的热心肠，对战胜病毒的
信心……他们是天使，不，是神一般的
天使！恕我词穷，我无法用语言来称颂
她们。所以，我有什么理由不听医生护
士的叮嘱，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安心养病
呢？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告诫每一位亲
人朋友，宅在家里就是对国家的一份贡
献呢？我要信心满满，我更要坚强战胜

病毒。
站在医院的窗口，眺望万里天空，

白云朵朵。极目远眺，高楼鳞次栉比，
连绵起伏。辽阔大地，一片葱茏，鸟语
花香。春天就要来了，她将用清新的气
息温暖我的脸庞，她将用纤细的双手帮
我脱下厚重的衣裳。雨霁风光，岸柳青
青，燕子北归，莺飞草长，花儿绽放，阴
霾散去，阳光普照。春的力量，能给予
我战胜病毒的坚强，让生命焕发出美好
的希望！我亲爱的公公婆婆，我亲爱的
老公，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的儿子孙
子们，我的亲人们，祝愿大家平安坚
强。让我们在春天里携手徜徉，砥砺前
行，畅想明天的美好！拥抱明天的太
阳！

一位乐观积极的肺炎病人
2020年2月7日

一位赤壁确诊病人写给大家的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见博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
讯员郑梦溪报道：“有了这张联
系卡，要是我身体不舒服就知
道应该向谁报告了。”连日来，
通山县大畈镇干部到各村张贴
的武汉返乡人员联系卡，得到
村民一致好评。

为了便于武汉返乡人员遇
到问题及时与干部取得联系，
大畈镇干部陈建良提出了设计
大畈镇武汉返乡人员预防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联系卡的
构想，得到大畈镇党委政府的
支持和采纳。

小小的一张卡清晰明了的
记录了武汉返乡人员和包保干
部的必要信息和联系方式以及
防护注意事项，使武汉返乡人
员清楚明白隔离措施如何实
施、出现发热具体怎么办。

目前，这一创新做法在该镇
14个村和社区内得到了推广。

通山县大畈镇：

一张卡片联通干群

本报讯 记者章文静报
道：5日，通山县文搏幼儿园的
负责人阮丽云女士通过微博联
系到本报，表示愿意为一线工
作人员的子女减免一年幼儿园
保教费，为战斗在一线的人员
做力所能及的实事。

阮丽华女士告诉记者，她
三岁时因小儿麻痹留下后遗
症，在2015年被他人蒙骗损失
钱财后受到媒体的重视，得到

民警的帮助！感受过社会温暖
的她在疫情当前决定，要尽自
身之力回馈社会。

“作为文搏幼儿园的法人，
我愿意为一线工作人员的子女
减免一年幼儿园保教费。”在她
告诉身边人这个决定，大家问
她是否想好了接受损失之时，
她坚定地回答：“想好了，这不
是用钱能衡量的，是我的一份
心意。”

通山一所幼儿园：

愿为战“疫”减免费用

本报讯 记者李嘉、刘珊
珊、通讯员江安吉报道：“全村
人的健康安全在我们肩上，这
担子我们要扛好！”2月1日，通
城县隽水镇上阔村党支部书记
吴广说。

上阔村是隽水镇城郊村，
人员流动多、防控压力大、工作
任务重。该村党组织积极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全村党员
冲锋在前、奋战一线。

“我想上街买奶粉，但现在
还在隔离期不能出门。听说村
干部可以帮着代买东西，我打

个电话来问问。”这几天，上阔
村党员干部吴琬莹频繁接到请
村里代买东西的电话。

在吴琬莹的登记簿里，有
当天上午4个村民物资需求的
详细记录。她戴着口罩，穿着
防护服，趁中午把这些生活物
资按照登记簿上的记录，挨家
挨户送过去。

在上阔村，这样勇于担当、
冲锋陷阵的党员干部还有很
多，他们入户摸排调查、宣传防
治信息、进行健康监测、为老百
姓释疑解惑。

通城县上阔村党支部：

为民跑腿代购物资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报
道：2月4日，赤壁市个私协会会
员单位何乾泰大药房经理何川
收到当地居民陈思思的微信：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赤壁市民陈思思做过器官

移植，需要长期服用特定药
物。疫情防控期间，交通禁行，
陈思思难以如期购药，将面临
生命危险。

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
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股负责
人邵新华知道此事后，立即通
过赤壁市药品医疗器械保障共
同体，寻找药物。但是，因所需

药物属于非常规药，所有药房
都没有。

半天过后，赤壁市何乾泰
大药房经理何川通过四处打听
得知，武汉新药特药有限公司
有陈思思所需药物，并和对方
取得联系。

2日1日，双方各自在当地
防控指挥部开到通行证后，何
川在107国道汀泗桥段拿到药
物，随后将药物送至陈思思住
处。

据悉，1 月 24 日至 2 月 4
日，该协会共为400多位患者送
药，受到广大市民的广泛好评。

赤壁市个私协会：

保障患者如期用药

农村地区，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地
区，也是疫情防控的薄弱地区。如何切
实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补齐疫
情防控短板，守护好广大农民朋友的生
命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市各级驻
村工作队立即奔赴各对口帮扶村，在防

“疫”第一线，当好防控指挥员、知识宣讲
员、排查管控组织员、一线战斗员……

疫情当前，扶贫工作队闻令而动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期，市

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紧急动员，印
发《关于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要求所
有市直扶贫工作队迅速到村到岗，就地
转为疫情防控工作队，协助当地加强农
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我市100家市直帮扶单位、84支

驻村工作队、215名驻村工作队员闻令
而动，迅速吹响“集结号”，在2月2日
12点之前全部到村到岗。

春节期间，全市817个县乡工作
队，3693名驻村工作队员同样全部投
身战“疫”一线。

在人员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市扶贫
办抽调7名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包保万
年路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到居民小区开
展防疫知识宣传、住户摸排、疑似患者
定点观察、交通卡口值守劝返工作。

连日来，市防疫指挥部农村组马不
停蹄地奔赴各乡镇村组，对广大农村地
区疫情防控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党旗猎猎，抗疫一线淬炼初心

“这个时候我们党员不站出来，谁
站出来？”这是通山县通羊镇泉港村全
体共产党员的承诺。

市政协驻通山县通羊镇泉港村工
作队第一时间组建党员先锋队，主动

“亮身份、践初心、比作为”，让党旗飘扬
战“疫”一线。

泉港村预备党员许章梁、许荣祥、
邓佳佳，入党积极分子许启飞、辅警许

善华主动请缨到路口值守。80后党员
许学敏，自掏腰包500元买来口罩发放
给村民。70岁老党员许善金，主动请
愿到村口检测登记点值守。

市委政法委驻通城县塘湖镇望湖
村工作队队长郑卫平，在农历正月初
二，依依不舍地离开生病住院的孙女，
毅然到驻点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此外，郑卫平还捐款2000元购买
口罩、消毒液捐赠给村里；利用通城县
塘爱公益慈善基金会平台，三天内筹到
善款30多万元，并从外省紧急调运回
价值30多万元的防护物资……

山高路远，挡不住为民服务的脚步

农村边远山区，山多小路多，防控
任务艰巨。

市生态环境局驻点村——通城麦
市镇天门村，山高路远，道路崎岖。驻
村工作队坚持逐户逐人上门做宣传、发
物资，重点针对老人小孩等免疫力较差
的群体，目前累计发放口罩1000余个。

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市直驻
村工作队连夜巡访，严查严控，不留下
任何一个防控漏洞。

2月4日晚9时许，市政法委驻通

城县塘湖镇望湖村工作队进行夜间逐
户排查时，发现有村民违反防疫规定，
将亲戚留宿家中，增加了人员聚集和交
叉传染的风险。工作队迅速安排村医
给所有接触人员测试体温，安排专车将
客人送回原村，完成工作后已经是凌晨
2点。

2月 5日晚，工商银行咸宁分行
驻通山厦铺镇青山村工作队连夜巡
防，发现一户村民家中有聚集打麻将
行为，当即予以制止，并安排专人加强
管理。

封路、封村，封住的是病原传播渠
道，却挡不住扶贫干部为村民服务的脚
步。

嘉鱼县渡普镇蒲圻湖村是传统的
蔬菜种植基地，全村蔬菜种植面积
5000亩，年产量达5万吨。

市财政局驻蒲圻湖村工作队在协
助做好村里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为村民开辟蔬菜销售

“绿色通道”。
自疫情发生以来，蒲圻湖村已外销

蔬菜200多万斤，既保证了市场供应，
也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更保住了村
民的收获和希望。

让党旗在农村战“疫”一线飘扬
——全市扶贫干部助力疫情防控工作侧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陈坤

抗疫一线党旗红
亮身份 践初心 比作为

“王医生，从市第一人民医院回米
德尔酒店。2月10日凌晨1点20分，
有谁愿意接送？”2月9日晚10时，咸宁
城区疫情防控爱心车微信群里弹出了
一条信息，车队后勤人员镇静犯了难：
这么晚，又雨又冷的天气，有人接单吗？

正在她担忧的时候，“叮咚”一声，
群里一下子跳出来几位抢着接单的志
愿者。车牌号为鄂BA7XXX的车主
率先发话：我去！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尽

量不外出”的情况下，市民甘宁于1月
25日发起护送医务人员爱心车队志愿
活动，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39位热心
市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免费用私家车
护送医护人员上下班，还主动承担医院
部分物资运输任务。

为了方便医护人员和爱心车队的
用车联系，甘宁组建了咸宁城区疫情防
控群，医务人员直接在群里发布用车信
息，爱心车队人员按时间顺序汇总信
息，做好用车登记，按时调派车辆，通知

车队准时出车接送。
医生们用车时间段从早晨六点到

次日凌晨一点，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志
愿者们都会闻讯而动，按时接送，确保
医务人员准时准点往返抗疫“战场”。

“今天天气不好，而且是凌晨一点
多的单，我原本非常担心没有人愿意出
车，但是大家的反应真是出乎我的意
料。”镇静在群里说。

“没事，医务人员比我们更辛苦，他
（她）们现在不能回家，如果再不能回酒

店洗个热水澡休息，怎么与病魔搏斗
呢！”志愿者吴先生说。

志愿者蔡先生也表示：“我去不了
一线治病，也不能去建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能够给医务人员提供出行便利，
我心里特别高兴。”

“医护人员在一线抢救病人，我们
也要将力所能及的温暖与爱心送给他
们。疫情不除，我们也不退，我们会
和医护人员一起战斗到底。”镇静坚
定地说道。

凌晨一点二十分，有人愿意接送医务人员吗？

咸宁爱心车主争相“抢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