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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27～29日受中低层切变线和地面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降水。具体预报如下：27日：多云转小雨，偏北风1～2级，11～17℃；28日：小雨，偏北风2～3级，10～13℃；29日：小到中雨，偏北风3～4级，9～14℃。明天相对湿度：70～100%

抗击疫情红黑榜

通山县人民医院护士长阮珍奋战近一个月

终于给孩子视频通话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

道：“稍等一下，先调个班。”2月
25日，通山县人民医院内，新冠
肺炎特大病区主护士长阮珍正
忙着协调病区工作。

阮珍，今年34岁，通山县人
民医院外四科护士长，疫情暴
发后，舍小家为大家，主动从东
莞赶回，奋战抗疫一线。

1月 22日，阮珍带着父母
与两个孩子前往东莞哥哥家，
满怀期待一家人过个团圆年，
但未能如愿。

1月 24日清晨，阮珍得知
消息：武汉封城了！12年医护
工作经验让她意识到事情的严
重性，决定立即返回通山。

“趁孩子还没醒，你赶紧
走。”母亲的“催促”加上哥哥的
护送，她就这样错过了期待已
久的年夜饭。

“虽然不知道需不需要我，
但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回来。”
当天18点左右，阮珍怀着复杂
而又坚定的心情回到了咸宁。

返回通山，县医院住院部
大楼暂未被征用，阮珍坚守原
岗位。

“由你来当特大病区的护
士长。”医院住院部大楼征用
后，设置了特大病区，阮珍临危
受命。

虽说同样是当护士长，但
原科室只管理13名护士，如今
要管理120名，如何用好这120
名护士，让患者接受最好的护
理治疗？阮珍心里犯愁。

为了尽量让护士做到能级

对应，她主动加强沟通，及时调
整岗位；为了避免不同病区护
士因过多对接而出现差错，她
不断优化方案，减少对接次数
……

通过不断努力，病区工作
越来越顺畅，阮珍的工作时间
也由14个小时缩短到12小时，
再到10小时。

“心中只有责任和使命，根
本忘了害怕。”阮珍说，其实，她
也害怕过。

2月 20日晚，阮珍拖着疲
惫的身体回到小区，体温枪数
次显示红色。当拿出自己的水
银体温计测得体温正常时，她
竟怀疑水银体温计有问题。

比起害怕，阮珍心中全是
对母亲的愧疚。

“最近头疼得厉害，真的带
孩子带得有点受不了。”2月15
日，母亲一句无心的抱怨，阮珍
流泪了。

阮珍回到通山后，两个孩
子全由母亲照顾。母亲患有高
血压，加之孩子过于调皮，楼下
邻居时常投诉，母亲常常不堪
重负。

“妈，你再坚持一下。”擦拭
泪水，阮珍只能选择如此回答。

“现在好多了，前两天我和
孩子视频通话了。”病人逐渐出
院，诊疗护理压力逐步减轻，阮
珍一直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下。

2月22日晚上7点半，阮珍
给孩子发去一个视频通话，这
也是抗疫以来，她给孩子发出
的第一次视频通话……

大爱无疆

何氏三兄弟助力家乡抗疫

捐赠151万元物资
本报讯 2月27日，满载着防疫救

援物资的大货车从鑫鼎集团出发，驶向
300多公里之外的咸宁。这批物资寄
托着咸宁籍企业家何文忠、何建刚、何
建材三兄弟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

何氏三兄弟创办的鑫鼎集团，秉
持“信义、责任、共赢”企业精神，发起
创建湖北省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30
余年来长期关注家乡发展，持续开展
扶贫、助困、助学、助教等慈善捐赠。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
人民的心，何氏三兄弟也非常关心家
乡咸宁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他们紧急

筹集防护服5000件、N95口罩5000
个、防护眼镜1000副、长盛川湖北青
砖茶260件1560盒、额温枪12支、电
动喷雾器15个等一批防疫物资和现
金 50000 元，并安排专车将总价值
1512000元的物资和捐款送至咸安区
桂花镇柏墩村医护救治一线。

深圳市果品行业分公司向厦铺镇

捐赠14万元物资
2月19日下午，1辆车身挂着“众

志成城，共克时艰；驰援通山，武汉加
油”条幅、满载着价值14万元抗疫物
资的大卡车经过18个小时的长途跋
涉，缓缓驶进通山县厦铺镇政府大院。

据了解，这车物资是深圳市果品行
业分公司经理张伟捐赠的。收到货后，
工作人员迅速按照各村、卡点的具体情
况做好了物资分配表并通知领取。

“感谢张经理对家乡的大爱，我们
一定会把爱心物资送到医护人员、公
安干警、基层志愿者等一线抗疫人员
和特困群众的手中。”厦铺镇党委书记
李钟一说。

咸宁媳妇施科米

送来5万元防疫物资
本报讯 记者叶和平报道：“看到

你们发来的收货单，我很感动，真的是
不用谢，你们辛苦了，为你们奋战在抗
疫一线点赞！”这是2月25日，记者在
施科米的VIP爱心助力群里看到的一
段表达谢意的回复。

现年 41岁的施科米是咸宁的媳
妇，老家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此前多次
在咸宁做过公益活动。

2月17日，施科米在了解到咸宁
的疫情后，她在微信群动员朋友募捐，

当天就收到5万元爱心款。随后她用
爱心款采购了一批N95口罩、护目
镜、手套、防护服等物资，并捐赠给我
市坚守在防疫一线的基层单位。

咸安小伙张继盛

捐赠5000多斤西瓜
本报讯 记者杜培清报道：2月

25日，义工黄强与志愿者一起，将湖
北省果然美鲜果配送有限公司捐赠的
爱心西瓜分送到坚守抗击疫情一线的
超市员工和媒体工作人员手里。

果然美鲜果配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继盛是咸安人，他在咸安区咸宝路水
果市场从事鲜果配送多年。疫情发生
后，看到全社会都在为抗击疫情贡献力
量，张继盛一直想做点什么。最近天气
变热，他决定将冻库里的5000多斤西
瓜全部捐赠给抗击一线的工作人员。

本报讯 记者葛利利、通
讯员徐程程、徐聪报道：多日未
见女友，咸安大幕男子林某（化
名）竟不顾疫情道路封锁，翻山
越岭来到咸安桂花女友家中相
见，最终林某被警方行政拘留。

2月20日早上8时许，桂花
镇某村执勤人员对疫情进行摸
排过程中，发现村民李某（化
名）家中竟连夜来了一名外乡
人员林某，工作人员立即向警
方报案。

咸安公安分局桂花派出所
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经
询问，林某与李某是男女朋友
关系，19日下午3点左右，家住
大幕乡某村的林某思念女友，
就刻意躲避各执勤卡点，徒步
翻山来到桂花镇某村见李某，
到达时时间太晚，林某便留宿
在李某家。

咸安警方以拒不执行紧急
状态下政府决定、命令，行政拘
留林某5日。

男子违反禁令见女友被行拘

“为什么要让我来？”
“为什么不让我走？”
每天，赤壁市铜锣湾酒店集中隔离

安置点值班室都会接到十多个这样的
电话，包保责任人、赤壁市政府办主任
王辉的手机更是成了热线。

“因为您是确诊人员密切接触者，按
规定必须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

“因为您的隔离期还没有满，不符
合结束隔离条件，必须继续在此隔离。”

最长的一个电话，王辉耐心跟对方
解释了18分钟。

翻开值班电话记录表，来自隔离人
员的需求五花八门：要吃肉，不要肉丸
子；要买女性生理用品；晚餐盒饭要加
个煎蛋。

王辉说，有些确实是隔离人员的生
活必需品，个别需求明显带着情绪的宣
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工作人员都尽
力克服困难，尽快解决，实在不能解决
的，及时做好解释。

“为了给一位女性隔离人员买到满
意的生理期用品，抽空跑了两个超市”，
工作人员熊英笑称，对自己都没这么

“过细”。
逐一测温，房间消毒……每天定时

进行。 烧鸡块、小炒肉、花菜……两荤
两素一汤 ，是这里隔离人员的餐饮标
准。把盒饭先逐一送到隔离人员房门
口，工作人员才能匆匆开吃，一边还要
盯着各楼层监控画面，“怕他们串门”。

“我们理解隔离人员的不容易，及
时解决他们的问题，满足他们的需求，
化解他们的情绪压力，让他们舒心、顺
心，才能安心。”王辉说，铜锣湾酒店隔
离点累计安置200人，整体情况平稳。

在实施封闭管理的“红色小区”雍景
新城物业办公室，小区临时党支部书记、
市人社局副局长乔荣蒲打电话的声音已
经沙哑。按照分类预警管理，有确诊病
例1例以上的小区确定为红色预警小区。

“我们目前手头的重要工作之一，

就是全力摸清小区内的武汉返回人员
情况。”乔荣蒲说 ，按照水表、电表、天
然气表的实时运行数据，排查出小区实
有住户768户，2794人。

雍景新城是当地条件较好的小区，
多名业主在汉经商、工作。少数从武汉
返回的业主并不配合摸排，或是对隔离
政策理解不够，或是心存其他担忧，面
临诸多实际问题。

如何解决？按物业提供的业主资
料打电话，电话不接就上门，敲门不开

的留意夜间室内亮灯后再次上门。
电话不接、敲门不开、夜间亮灯不

回应的，辗转联系业主亲友，再通过亲
友讲政策、做工作。

“有一个独居女性业主，我们上门了
不下10次，硬是不开门不接电话，最后
我们通过翻查物业多年前的原始购房资
料找到她妈妈的电话，再请她妈妈打电
话做工作，这才出门配合我们登记。”乔
荣蒲说，截至25日晚，已摸排掌握了小
区234名武汉返回人员详细信息。

2月9日，远道而来的300吨蔬菜
水果等生活援助物资从河北运抵赤
壁。如何快速卸货？爱心车队负责人
有些担心。

到了卸货仓储区，齐刷刷54名身
着红马甲的赤壁志愿者让他眼前一亮。

志愿者们立即分头行动，从上午9
点到晚上7点，10个小时内，每个人将
近6吨的装卸量，紧张有序，顺利完成。

志愿者团队负责人胡新华说，头天
对接指挥部知道这一信息后，就在朋友
圈里发布了招募志愿者信息，一时间
自己的手机被报名人员打爆。

“这段时间，符合出门上路条件的
志愿者，都在积极对接各项服务，党员
志愿者更是率先垂范，开展生活物资代
购、药品配送等，主动帮助居民解决各
种问题。”胡新华说，疫情防控到了最
吃劲的时刻，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一定能早日迎来胜利。

本报讯 记者周萱、通讯
员刘金艳报道：2月25日，随着
最后一位患者治愈出院，咸宁
市中心医院感染科十病区完成
抗击疫情阶段性任务，暂停接
收病人。这是继十二病区后，
该院关闭的又一病区。

当天，送走最后一位病患
后，十病区23位医护人员暂离
岗位，开始隔离休整，听从医院
指挥，随时准备再上一线。

感染科十病区自2月10日
开科，共收治新冠肺炎患者20
人。经过半个月的奋战，在全
体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下，16
名患者治愈出院，4名患者转入
其它科室。

除十病区外，2月1日开科

的十二病区也于2月24日暂停
收治病人。该病区开科以来共
收治病人16人，治愈11人。

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疫情发生后，市中心医院为
增强收治能力，腾空3号楼开设
十二个病区收治新冠肺炎病
人。目前，我市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新增病例较少，其中十病
区、十二病区近八成患者出
院。从节约防护用品和人员长
期备战的角度出发，医院把部
分患者较少的病区关闭，剩余
患者合并到其他病区。

目前，已关闭病区的医护
人员无感染，将集中安置隔离
14天，然后将陆续返回本职岗
位。

近八成患者治愈出院

市中心医院关闭两个感染病区更严 更实 更细
——赤壁疫情防控采访实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祝宝成 程昌宗 特约记者 童金健

为抗疫“加油”
“必须先登记。”18日，咸安银泉加

油站员工程康大声提示前来加油的驾
驶员。她认真填写每一辆油品保供单
位车辆驾驶员的姓名、手机号码、车牌
号，并为驾驶员测体温。

据了解，目前咸安区保留6座加油
站，满足疫情防控加油之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特约记者李
星报道：27日上午，在咸安区温泉办事
处万年路社区潜龙山居小区，两名社区
工作人员开始了第七轮全面入户调
查。

“虽然我们小区属于无确诊、无疑
似的‘双无’小区，但他们没有丝毫松
懈，扎实作风让人敬佩。”小区物业负责
人刘先尧赞叹。每次来，社区工作人员
都要在小区内工作到凌晨，除了送来防
控物资，还会参与指导小区管理。

“白天没有走访到位的，我们只能

等到晚上家家户户开灯再上门。不厌
其烦地入户，并不是前期数据不对称，
而是为了实时掌握小区情况，查漏补
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万年路
社区党委书记徐军英告诉记者。

目前，该小区已经对人员进出、物
资配送等各项事务“得心应手”，像这样
经指导而“步入正轨”的物业小区，在万
年路社区有6个。但是在万年路社区的
34个小区中，还有14个单位小区和14
个“三无”、散居小区，针对这些小区的
管控，该社区则采取分类施策的方案。

鱼池巷就是典型的“插花地”，巷内
各类型小区交织，十分复杂。为此，社
区在巷口设立临时党支部，由包保单位
市扶贫办干部纪鲁义担任临时党支部
书记。

“我们牢牢扼住巷口咽喉，严控人
员进出，同时依托社区和志愿者的力
量，做好各类服务。”纪鲁义介绍，社区
在巷口设置有便民联系公示牌，信息传
递、应急出行、物资采购、便民服务等联
系方式一目了然。针对特殊人群，则由
党员志愿者进行对口服务。

“对于单位小区，我们主要依托各
单位承担起管理责任，而‘三无’、散居
小区，则由社区干部牵头负责，各包保
单位和志愿者共同出力。”徐军英介绍，
万年路社区目前住有 3369 户居民
9967人，辖区面积较大，但该社区内仅
有15名干部，其中13名女干部。

面对人员力量缺乏的现状，该社区
一方面建立了27个小区、散居微信群，
用于更加便利地进行信息交流，同时，
广泛招募志愿者，发动党员、群众积极
参与其中。

“我们的志愿者中，有借来三轮车
为群众配送物资的，有发挥聪明才智上
门修水电的，大家都在全力做好服务。
服务到位了，群众自然全力支持我们的
工作。”徐军英说，目前，社区早期的输
入型患者大多已出院。在严格的管控
下，再未出现确诊、疑似病例。

咸安万年路社区

分类施策强化服务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21
日，温暖的阳光照在通城县救助
站的院子里。身穿白色防护服
的工作人员江雄章，一面喷洒消
毒水，一面对住客嘘寒问暖。

春节期间，一些写春联、舞
狮子、送财神的外乡人来到通城
做生意。疫情发生后，这些外乡
人滞留在县城无家可归。

通城县救助站及时扩容改
造，县民政部门增派工作人员，将
这些滞留人员分批安排在不同楼
层，进行隔离观察，做好卫生防疫。

“只要他们健康就是好
事。”县救助站站长万国胜说，
救助站配备了厨师、保洁员和
消毒员，每天按时提供饮食，免
费提供口罩，房间消两次毒，测
量两次体温，确保被救助者生
活无忧，安心做好隔离。

69岁的刘如山老人，家住

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春节前
和同乡来到通城，打算舞狮赚
点钱，因疫情滞留在县城，后被
安置在救助站。

“这里一日三餐管吃管喝，
生活安排得很好。感谢当地党
委政府的关怀，让我们感受到
了温暖。”刘如山老人说。

从江西到通城找工作的钟
女士，今年42岁，患有风湿性关
节炎，生活难以自理。到救助
站以后，工作人员每天将饭菜
送到她手里，为她提供生活必
需品，还及时送她就医。

目前，通城县救助站集中安
置了40名无家可归人员，他们
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临时的家。

“进站前，这些滞留人员被
送往发热门诊检查，经诊断排
查，未发现一例‘四类人员’。”
江雄章说。

通城县救助站

给无家可归者“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