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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态势凶猛的新冠肺炎
疫情阴影，笼罩荆楚大地，蔓延波及全国。
作为毗邻武汉疫区的咸宁市，形势严峻。
咸宁日报传媒集团精心部署、周密安排，展
开了规模浩大、气势如虹的宣传战役。

及时安排 细化报道方案

咸宁日报传媒集团于1月22日启动
全媒体疫情防控宣传报道应急方案，打破
媒体界限，整合采编力量，统一调度指挥，
第一时间引领采编人员取消春节休假计
划，迅速进入工作战斗状态。

成立专班，实行专人、专责推进抗疫
报道。成立综合组、县域组、城区组、视觉
组、网络组、编辑组、评论组、保障组等8
个责任部门，按照统一规定动作、统一宣
传口径、统一选题策划的“三统一”要求，
确保报道有序、有力、有效。

开辟专栏，运用专题、专评做大抗疫
报道。除在《咸宁日报》一版以《坚定信
心 万众一心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为总栏题，刊发中央、省、市重要战“疫”部
署外，还在二版报眉处冠以《众志成城抗
疫情》的总栏名，通过《联防联控》《联治联
保》《防控疫情红黑榜》《大爱无疆》等栏
目，对来自战“疫”一线的典型人物和事件
进行集中报道，以提振抗疫信心，彰显党
媒担当。

开办专刊，编发专版、特刊深化抗疫报
道。目前，仅《咸宁日报》开办的“众志成城
抗疫情”系列专刊，既有以图片报道为主的

“影像咸宁”、以反映典型人物事迹为主的
“香城故事”、以提供心理咨询疏导为重点
的“健康咸宁”和以刊发诗歌散文为主的

“文学副刊”等专刊，还有以报道有关部门
坚守岗位服务战“疫”的“保障篇”和各级党
组织组织党员深入一线战“疫”的“党员篇”
等特刊，用鲜活的事例、生动的笔触，全面
反映咸宁市人民众志成城防控疫情的昂扬
斗志，讴歌抗疫英雄的风采。

及时调度 深化报道主题

面对非常之“疫”，咸宁日报传媒集团
积极创新工作机制，优化采编流程，围绕
设置的栏目深入抗疫一线发现新闻、采写

新闻。
点上突破抓亮点。通过深入医院、社

区、村组和公安、交通运输、消防、供水、供
电、供气、环卫、邮政、电信等公共卫生安
全与服务部门，从群众最关心关注的问题
入手，挖掘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经
验、典型做法，以特色鲜明的疫情防控亮
点，提神鼓劲，激发抗疫斗志。

线上延伸抓焦点。重点围绕“一线医
护人员在忙什么？”“一线党员干部在干什
么？”“一线普通群众在做什么？”等热点焦
点问题，进行线上延伸，全面展示各级各
部门落实疫情防控的积极作为，以正确的
舆论引导，激发市民群众支持疫情防控、
参与疫情防控的热情，增强落实防控措施
的责任心和自觉性。

面上推进抓重点。主要是通过念好
防、控、治、保“四字诀”，围绕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当前明确要做的事、反复强调的事、充
分肯定的事，对标作报道，集中反映各级各
部门在预防疫情、控制疫情，以及治病救
人、社会治理和保供稳价方面所做出的努
力，推动疫情防控工作向纵深开展。

及时采编 优化报道方式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咸宁日报传
媒集团迅速通过“报网端微刊栏屏”媒体
矩阵，全方位实时报道各地各部门的疫情
防控工作，让市民宅在家中就能知悉最权
威的疫情防控信息。

精准策划选题，突出针对性。《咸宁日
报》策划推出的选题包括系列评论《万众一
心 阻击疫情》《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党员站出来 党旗飘起来》等，系列报
道“直击定点医院”“云南医疗队在咸宁”

“疫情防控，谁在工作岗位坚守”等，为全市
抗击疫情发出了最强音，凝聚了大合力。

坚持用事实说话，突出有用性。刊发
的《发热后怎么办？专家支招新型肺炎个
人防控》《走访南昌路社区——“零发热”背
后的三大法宝》《隔离人员日常生活如何保
障？》等稿件，以可学可用的方法举措，为市
民群众落实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指导。

创新表现形式，突出多样性。《咸宁日
报》《香城都市报》等纸媒主要通过消息、通
讯、特写、评论、图片、散文、诗歌等报道形

式，反映抗疫一线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咸宁
网，咸宁日报客户端、微博、微信公众号，
香城都市报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咸宁发
布、咸宁微讯等网媒，则运用H5、微视频
和图文直播等形式，展现抗疫战斗中涌现
出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如咸宁日报新媒
体中心制作的短视频《泪奔……战“疫”一
线医生，每天只能休息4个小时，体力不
支晕倒在医院门口》，推出当天在抖音和快
手平台的播放量就达到10025.2万次，收
获点赞超过500万，网友评论23万条。

及时推送 强化报道效果

按照“移动优先、先端后报”的原则，咸
宁日报传媒集团在此次抗疫报道中，所有
自采稿件均在客户端首发，并以“报网端微
刊栏屏”7大平台、26个传播端口互相融合
的立体传播矩阵，实现报道效果最大化。

做靓标题，增强吸引力。如《咸宁“技
术猿”驰援武汉火神山》《咸宁首例治愈患
者倾情讲述：“回家的感觉真好！”》《卫生
院里倔强的战士》等稿件，由于标题特色
鲜明，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增
强了党报的吸引力。

做大专题，增强影响力。目前，仅《咸
宁日报》先后推出的相关专题、专刊就达
21个。如1月28日，在二版、三版以连版
形式推出的“多路记者直击疫情防控一
线”专题，从“奋战一线”“联防联控”“联治
联保”三个方面着手，以大信息凝集力量、
大举措推进防控、大行动落实治保，全面
展示各地各部门积极投身抗疫一线的精
神风貌，增强了党报的影响力。

做强主题，增强引导力。围绕“唱响主
旋律、打好主动仗”的报道要求，咸宁日报
传媒集团积极引导记者深挖人物背后的人
物、深挖事实背后的事实、深挖故事背后的
故事、深挖观点背后的观点，组织采写了
《精度·力度·温度——我市坚决打好社区
防控主动仗》《党旗就是战旗 岗位就是战
位——我市党员志愿者抗击疫情纪实》等
主题报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凝聚了
强大正能量，增强了党报的引导力。

（原载2020年3月17日《中国新闻
出版广电报》7版）

咸宁日报传媒集团

发挥党报优势 领唱抗疫壮歌
○ 柯常智

崇阳县人民医院

退休医生踊跃捐款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报道：“远居广州的老领导胡冬

云打来电话询问，她错过了捐款时间，能不能再捐？”日
前，崇阳县人民医院党办工作人员胡野漫接到该院心电
图室同事的电话。

胡冬云曾是该院心电图室负责人，退休后随家人去
广州生活。离开崇阳这10多年，她的联系方式变了。每
年重阳节，院党委慰问离退休老干部总是联系不上她。
没想到，这次她主动“出现”了。

该院党委将胡冬云的情况汇报到崇阳县委组织部，
经慎重考虑后，组织决定接受老人的捐款。老人捐款金
额高达10000元！老人还给胡野漫发来信息：“国难当
前，我这个老党员也应该为打赢防控疫情阻击战而贡献
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我院老干党支部中，共有45名离退休老党员，他们
曾经听从党的召唤，舍弃大都市优厚的工作条件和生活
环境，扎根崇阳，把一生都交给了医院。这次他们又站了
出来！”胡野漫说。

老院长张新享年近八十，身患重疾卧病在床，捐款
500元；原工会主席王蓉住在武汉，老伴去世不久，主动
捐款5000元；刘运阳老人因病住院，老伴在医院陪护期
间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好不容易挺了过来，双双捐款；居
住上海的陈丽娟老人委托儿子捐款……

咸安区高桥乡

乡贤抗疫献爱心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特约记者李星、通讯员周璇报

道：3月5日，一辆崭新的救护车停放在咸安区高桥卫生
院门口，医务人员们围着新车打量，脸上写满了幸福。

这辆价值19.8万元的救护车由广东灿灿实业集团向
该院定向捐赠，企业负责人是高桥镇人。

与此同时，一车重逾10吨的复合肥也在运往高桥。
这批物资由咸安靖宇专业爆破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怡群捐
赠，李怡群是高桥镇石溪村人，他与该镇联系后得知当地
春耕备耕生产资料十分紧缺，于是他斥资3万余元，购买
农资送回家乡。

除了捐车、捐农资，乡贤们得知镇村干部寒夜值守难
捱，送来了26顶帐篷；此前医疗物资告急，9700个口罩、
330斤酒精、225套防护服纷至沓来；生活物资紧缺，又有
人送来了30吨蔬菜……

该镇组织乡贤建立微信群，安排专人沟通、对接捐赠
事宜，及时通报镇内疫情防控情况和物资所需，引导大家
合理捐赠；同时协助各爱心人士与咸安区慈善会对接，指
导办理相关手续，提高效率。

市中心医院ICU病区有个“秘密助手”

小玩具帮助患者“说话”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见习记者 王苒宇

小黄鸭、小企鹅、小老虎，一捏就会叫……如果不是
亲眼所见，记者怎么也想不到，这种呆萌可爱的塑胶发声
儿童玩具，竟然出现在咸宁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监护病区（ICU）里。

“这不是简单的儿童玩具！”3月12日，援鄂医疗队
员、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袁颖说。

新冠肺炎ICU病区与其他病房不同，这里是各种复
杂的抢救仪器设备的集合，无论什么时间总是在不经意
间响起警报声；这里的大多数病人无法说话……

“病人不能开口说话的时候，不仅要试着读懂他们，
还要试着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表达意图！”袁颖说，在患者
手中放一个能发声的塑料玩具，当他们有需求时，只需按
一下玩具，所发出声音就能代替他们呼叫医护人员。

这些小玩具来之不易。2月12日，有位68岁的老人
从通山转运到该病区，在实施了气管插管手术后，无法发
声，沟通困难。由于担心病人会有意无意扯掉管子，而又
够不到呼叫铃，医生希望能放个能代替他“说话”的小玩
具到他手中。

“后来，我就找到负责接待我们的咸宁市机关工委工
作人员，他当时发了个朋友圈求助，就有好多人送了一大
堆过来。”袁颖说，这些小玩具就进入了ICU。

“除了承担呼叫的作用，它们还在一定程度上疏导了
病人的情绪，让他们觉得除了疾病以外还有生活，通山那
位老人拿到小玩具后，就想到了自己的小孙子，也有了对
抗疾病的信心！”袁颖说。

抗疫一线，一驻就是近40天。咸宁
市委老干部局驻赤壁市新店镇望夫山村
干部李敏带领乡亲守护着一方平安。望
夫山村在家人员2113人，无一确诊和疑
似病例。

“大爷，最近一段时间请不要出门，在
家门口也要戴口罩……”类似的话，李敏不
知在村里讲了多少遍。一个多月来，李敏
身兼疫情排查员、体温测量员、政策知识宣
讲员等多职，村里处处留下了她的脚印。

1月底的一天，李敏再次来到贫困户
谭玉香的家。除了测体温以外，她还为老
人带来了3斤猪肉。

80多岁的谭玉香是村里的低保户贫
困户，患有帕金森氏病。她2个儿子相继
去世，与19岁的智障孙子相依为命。李
敏想方设法托人弄到了3斤猪肉。说话
困难的老人一个劲地点头表示感谢，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求救！我71岁的老父亲患有严重
哮喘病，现在面临断药危险！”2月15日，

雨雪交加，村民饶光辉求助。该品牌的特
效药仅在同济赤壁医院有售。

李敏接到电话立刻放下手中碗筷，马
上协调资源，驱车40余分钟赶到同济赤
壁医院。拿到“救命药”后，饶光辉还专门
写了一封感谢信发在朋友圈。

“我基地里的冻库管道离心泵烧坏
了……”一天上午，村华丰食用菌基地负
责人李水平焦急地跑到村委会要求开出
行证明。刚刚回到村委会的李敏来不及
休息，和村干部饶斌一起接待了李水平。

冻库里有2万多元的食用菌存货，还
有2600个食用菌棒，如果冻库不及时更
换零件，该基地今年所有的食用菌种植都
要打水漂。望着窗外瓢泼的大雨，看着眼
前腿脚残疾的贫困户李水平，李敏当即决
定“陪”李水平一起去城区购买配件。

当天2点31分，历经2个多小时的奔
波，李敏终于帮助李水平完成了心愿，顺
利买到了冻库零件管道离心泵，并直接将
零件送到了基地，解了燃眉之急。

“嘀、嘀、嘀……”3月10日，市中心医
院心血管内科病房里，做了心脏起搏器植
入手术的黄文俊在此休息，监护仪时不时
发出声响。“他人在病床上，心在村里。”妻
子侯艳艳说。

黄文俊，1990年出生，通山县黄沙铺
镇髙槎坪村党支部书记。3月3日上午，
黄文俊和往常一样在村内忙着防疫工作，
突然他感到心跳加快，呼吸困难。下午3
时许，驻村干部要他立即去医院。而黄文
俊一心想着还未完成的工作不愿走。

村干部赶紧与他的妻子候艳艳联
系。黄方俊也不听。急坏了的妻子想起
丈夫原来在福利院工作时比较听院长的
话，便立即与院长联系，在多方劝说下，黄
文俊最终妥协。

3月4日凌晨1点，黄文俊被送到市
中心医院，当天上午，立即进行心脏起搏
器植入手术，成功脱离危险。

排查登记外地返乡人员、卡点值守、
巡逻宣传、劝导村民……从大年初二到生

病入院，黄文俊从未休息一天。
“文俊，这里有人要冲卡。”有一天，黄

文俊接到村湾守卡人员电话。赶到现场，
发现一名骑着摩托车的村民正对卡点进
行破坏。他便上前劝说一个多小时后，男
子羞愧地返回家中。

为了解决村内低保、留守老人生活问
题，村里购买大米慰问，个别条件较好老
人因未获得大米有意见，黄文俊耐心说明
情况；一名在外开厂男子因不能外出而在
网上散播谣言，黄文俊第一时间上门劝说
……

“文俊，今天是你生日，中午回来吃饭
吧。”2月13日，黄文俊接到母亲电话才想
起当天是自己30岁生日。“对不起，我这
边比较忙，没有办法回去。”简单回答后，
黄文俊又投身工作中。

黄文俊对父母和孩子充满愧疚。抗
疫期间，妻子一直在福利院，孩子交由父
母照顾，他一直吃住在村委会，从未回家
看过父母孩子。

90后村支书黄文俊：

生病不下火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通讯员 杨乐

驻村干部李敏：

守护一村平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贺炳红

桃花树下鸡成群，铁皮棚中雀成双
……石大红的生态珍禽养殖基地生机勃勃。

石大红是嘉鱼县潘家湾镇羊毛岸村
村民、有名的养殖户和曾经的贫困户。

2016年在驻村干部的帮扶下，他和
儿子一起贷款办起了桃花源生态珍禽养
殖基地。2018年，石大红一家顺利脱贫。

“基地现在有珍珠鸡、土鸡4000多
只，鸵鸟22只，孔雀100多只。全部身家
都在基地上。”石大红说。

石大红脱贫的这一年，中国人寿咸宁
分公司嘉鱼支公司副经理赵平，有了一个
新职务：羊毛岸村驻村第一书记。

2月25日，赵平在率队开展防疫入户

排查时得知：石大红的养殖饲料只有不到
3天的存量了。石大红焦急万分。

“我来帮你协调。”赵平主动找到县农
业局。经农业局多次联系协调，终于找到
赤壁一家商家可以提供饲料。

运输怎么办？赵平又使出浑身解数，
终于办齐了车辆通行各种证明和手续。

短短3天后，装有7吨玉米、1吨混合
料的货车停在基地门口。

羊毛岸村二组，胡永胜看着自家地里
的包菜一袋袋被装上货车，心里悬着的石
头终于落了地。

100亩地、100万斤包菜，是胡永胜一
年的生计所在，而疫情造成销路受阻。赵
平与村干部一道，组织经纪人集体商讨蔬
菜销路。“我们村种有5000亩包菜，目前
已经销售的3000亩，都是通过赵书记通
过经纪人找的销路。”羊毛岸村党支部书
记桑中云说。

“现在每天有10多辆货车进来，外运
350吨菜。”桑中云说，赵平帮助村民稳住
了收入，全村人都感激他。

一手抓防控 一手抓扶贫

这个书记有“板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通讯员 尹泓 熊熙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特约记者李
星、通讯员贾琴报道：3月12日，记者来到
咸安区马柏大道香城古街。戴着口罩的

“快递小哥”们抓着包裹健步如飞，一辆辆
电动快递车从古街口鱼贯而出。

这些包裹来自金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的“咸宁市名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中
心”，抗疫期间展销中心已被改造成了超
市。

接单、分拣、打包、审单、出货……员
工们全副武装，站在流水线上忙碌着；肉
类、水果、蔬菜、日杂，这里应有尽有；超市

里没有顾客，只见一辆辆购物车装着货物
不断向前流动。

“昨天一天，我们接了3000多单，巨
大的订单量让大家忙得饭都顾不上吃。”
公司总经理彭啸喘着粗气介绍。

在商务部门的支持下，像金宁电商这

样的线上物资配送平台，我市已相继上线
10家。

“这10家电商平台，占据了我市城区
生活物资供应市场份额的近40%，为保障
居民生活物资供给发挥了巨大作用。”杜
春宝介绍，相较于传统物资供应点的“套
餐式”销售，线上订购的自由度更高，选择
更丰富。商务部门着力加强监管，帮助协
调进货渠道。

目前，我市城区生活物资线上订单量
平均每天在12000单左右，近60吨物资
选择以线上配送形式走入千家万户。

咸安区古街绽放新活力

电商抗疫保民生

通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城监管所程瑞明:

公事再小也是大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通讯员 陶晓 石义涛

“您好，您反映的问题已经查清，现在给您进行反
馈……”13日，通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城监管所内，
程瑞明正与消费者电话沟通。

程瑞明今年54岁，主要负责处理消费者的投诉工作，
由于疫情的特殊性，群众误解较多，她忙得不可开交。

一名消费者在12315平台投诉：自己买的土豆7元
多一斤，物价太贵。看到消息后，程瑞明将此事交给外勤
处理，发现土豆并非7元多一斤，而是7元多一公斤。

3月11日，有人投诉：在超市买的肥肉出油率不高。
程瑞明立即与同事赶到超市了解具体情况，发现是消费
者选错商品，积极帮助双方沟通、协调，最终成功解决。

“疫情期间大家都比较敏感，要尽力平复他们的心
情。”程瑞明说。

疫情期间，各类投诉不计其数，但她始终坚守岗位，
总是心平气和地调解。

程瑞明的丈夫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疫情暴发前夕做
了心脏支架手术，需人照顾。她唯一的孩子在慈口乡农
商行看守金库，照顾丈夫的重任便落在她的肩上。

“正是缺人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程瑞明说，家里
这点“小事”不要紧。

3月6日，她接到丈夫电话，一种急需的药没了，尽管
她心急如焚，但坚持先完成手上工作。下班后，程瑞明连
跑7家药店最终买齐所需的药。

丈夫病情不稳，时常流鼻血，程瑞明一直急在心里，
但为了做好现阶段工作，他们选择疫情消后再去复查。

众志成城抗疫情 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