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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马辰报道:3月20日早上8
时，嘉鱼市民刘先生与身怀六
甲的妻子，双双带着口罩走进
嘉鱼县人民医院。

“她怀孕已经六个月了，疫
情期间很多常规检查都没做，听
说人民医院现在可以正常接诊
了，所以今天一大早就带她来做
产检。”在外等候的刘先生说。
在进行测温、挂号后，刘先生的
妻子顺利进入妇产科检查。

这是嘉鱼县人民医院住院
确诊病例全部清零、经全面消杀
后，接待的首位就医市民。这也
标志着嘉鱼县两所新冠肺炎定
点医院全部恢复正常接诊。

“即日起，医院开始对外接
诊普通病人。”该院院长熊安岭
说，除急诊、危重症患者检查需

求外，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
肛肠科以及内镜检查等门诊科
室暂不开诊。住院病房除眼
科、口腔科、耳鼻喉科、肛肠科、
康复科外，开始全面收治。

1月26日22时，嘉鱼县人
民医院作为该县收治新冠肺炎
病例的定点医院，暂停接诊其
他类型患者。随着疫情发展，2
月1日，嘉鱼县中医医院也被确
定为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

2月 26日，嘉鱼县中医医
院最后一例患者如期出院，在
经全面消杀验收后，于3月5日
对外接诊普通病人。

3月6日，嘉鱼县新冠肺炎
确诊住院病例清零。县人民医
院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对全院进
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毒杀菌
工作，直至20日正常接诊。

嘉鱼两所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全部恢复正常接诊

赤壁市民

踊跃献血抗击疫情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

讯员陈列君、戴逢胜报道：3月
22日，记者从市中心血站获悉，
目前，赤壁市申报献血人数逾
2000 人，已参加献血人数达
1254人，超额完成我市目标任
务，有效缓解我市临床用血紧
张。

3月3日，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我市防控指挥部向市各县
市区发出《在全市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开展紧急无偿献血活
动》的通知，以确保我市疫情期
间临床用血日常需求，最大限

度救治患者。接到通知后，赤
壁市紧急动员，科学组织，热血
战“疫”。各责任单位在值守小
区居民微信群内，发出了倡议
书，倡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
加无偿献血；及时收集申报献
血居民信息，对符合献血条件
者进行摸底统计，并统计上报
与联系采血事宜，有序组织无
偿献血。

据市中心血站介绍，3月12
日当天，赤壁市官塘驿镇有308
人参加无偿献血，相当于该镇
近五年献血人数的和。

服务热线： 56869

“春耕不能耽误，下田做好防护。
干活要各干各的，保持距离不扎推
……”3月19日，赤壁市神山镇的流动
疫情防控宣传车穿梭在田间地头宣传。

在神山镇马铺村的茭白田种植基
地里，村民们带着口罩抢农时，为一片
片绿油油的“水中人参”进行分苗、间苗
等田间管理，呈现出一派春耕备耕的繁
忙景象。

“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筛苗，
每片茭白田都要筛2次，一排排密密麻

麻的茭白苗，只留一定比例量的壮苗，
以提升茭白的营养吸收。”现场，镇里的
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们注意一些科
学细节。

农时不等人，神山镇是赤壁市最大
的设施茭白种植基地，随着疫情影响的
降低，基地负责人谢新港带领农户抓紧
时间筛苗、施肥，争取把春耕备耕的时
间抢回来。

谢新港是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土
生土长的马铺村人。深怀乡土情结的他

借着现有的130亩茭白种植基地，在马
铺村打造了一个集种植、养殖、科研教
育、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基地。

谢新港告诉记者，眼前这一片红火
的景象，得益于疫情期间政府出台的及
时帮扶政策，给基地补充了需要的物
资，给茭白种植帮了大忙。

“茭白种植，误了季节，农民就误了
半年的收入。幸亏政府的及时帮助，解决
了我们春耕中的很多难题，我已经开始担
心产量跟不上了，所以今年计划流转一批

土地，再扩大种植面积。”谢新港说。
据悉，该基地在今年6月份左右

将完成一期建设，规模达600亩，计划
全年完成规模1000亩，采用茭鸭共生
模式，将比过去单纯的茭白种植每亩提
高纯利润 1000 元以上，少施化肥
40％，少喷农药1至2次。

基地的红火也带动了附近村民的
就业。“我们就在这附近住，来茭白田里
干活又方便又轻松，干完活还可以照顾
家里的老人小孩”，马铺村贫困户田宝
平介绍说，在茭白田间劳作的不仅有普
通村民，还有贫困户，大家每天的人均
收入至少有120元，用工高峰时期村里
男女老少都能参与进来，极大促进了村
里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茭白田里耕作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王凤

3月初的崇阳县港口乡横岭村，
房屋镶嵌在油菜花里。记者在该村3
组走访时，遇到了一对正在疫情防控
点上执勤的父子。

父亲叫沈怡民，今年54岁，年轻
时在南京当过 5年兵，期间还入了
党。退伍后，他被安排在港口乡派出
所工作，后来又到乡政府当通讯员。
再后来，因父母年纪太大需要赡养，
他辞职回家务农。

儿子叫沈肖勇，今年27岁，2009
年在惠州当兵，期间也入了党。退伍
后，在深圳一家保安公司工作。

这些年，父子俩聚少离多，很少
有机会一起出门。今年，一场疫情暴
发，改变了儿子原定的行程，也终于
有机会让父子俩更好地相聚。

作为党员和退役军人，父子俩觉
悟极高，在得知村里疫情防控人手不
够时，他们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志愿服
务队。每当夜深露重，寒风凛冽时，
父子二人在疫情防控点上坚守的身
影，为很多村民所称道。

在父亲眼里，儿子一直是个腼腆

的小伙子，让他没想到的是，值班的
儿子展现出了他不曾看到的韧劲，也
让他看到了希望。感慨之余，沈怡民
写了好多篇流露真情的抗疫日记。
记者摘录了其中一篇，以飨读者：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一场突而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我和儿子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已是午夜时分。此刻身在战位，

我们父子都感受到了身上的责任如
此沉重，怎样和其他同志协力接龙保
持一方净土，让全村的老少乡邻不受
病毒侵扰，这份责任力如千钓，重若
泰山。

从武汉前方传来的消息总是那
么令人揪心，从李文亮到彭银华，一
个个鲜活年轻的身影倒在了抢救病
人的战位上。他们是那么的坚强，面
对凶狠狡诈的病毒挺身而出一往无
前。

越是艰险越向前。不计酬劳，无
论生死。大灾大难面前，无数的白衣
战士前仆后继用肉身凡体去阻挡毒
魔，诠释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大爱

大义。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要把有限

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
中去，雷锋这样说，生命对每个人来
说是何等的弥足珍贵。但是，这世界
总要有人负重前行，才能够让众多的
人生活在康健的环境中、繁花的景致
里。

凌晨的1：45分，在战位。一辆轿
车急驰而至。我们父子前去询问、登
记通行事由。在战位不能有丝毫的
懈怠。

此刻，在战位，思绪不由得让我
想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正是
边境作战正斟之时，同是军人出身的
父亲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姿态和刚刚
做过乳腺癌手术的母亲将我送进戍
边的征程，我为母亲抹去眼角的泪
水，用心去践行重托。五年的年华不
算太短，在战位，我手握钢枪去践行
入党的誓言。

时间来到了2：08分，在战位。一
辆装载抗疫物资的车辆迎面驶来，我
们父子问清驶往何地缘由，登记入

册。
在战位，此刻思绪又让我想起了

2009 年的那个冬天。我和爱人亲手
将刚满17岁还很稚气的孩子送去部
队，我叮嘱儿子要秉承我们的家风，
庚续好传统。那年，八十多岁的母亲
在儿子才离家十多天突然辞世，为了
儿子不在部队分心，直到三年后儿子
探亲才知道祖母早已离他而去。在
战位，儿子是习主席的战士，用心练
为打赢。至今儿子清楚地记得：习近
平总书记到基层部队视察，到他们连
队吃第一餐饭的情景，勉励他们任何
时候任何地方都要紧跟党走。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浩浩人世间，
并不是每个人都刻意去成为英雄。但
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的确能让
人思考颇多。作为凡夫俗子，保持内
心的最初纯真，一切向善而行，那么瘟
疫也就不会那么恐怖，你我就会保持
内心和现实的一方净土。

2020年2月22日凌晨5：18分，党
旗依然在抗疫战位飘扬，我在，儿子
亦在。

3月21日，记者来到咸安区浮山
办事处维也纳酒店，总经理陈芬玉正
在清查明早欢送云南医疗队的感谢
信。

维也纳酒店作为云南医疗队驰
援市人民医院的定点酒店，从1月27
日第一批云南援咸医疗队入住以来，
就为他们提供全天候的后勤保障。

回忆起第一天迎接云南医疗队
的情景，陈芬玉至今印象深刻。

一排排行李箱、一件件物资、
一组组印着中国卫生应急字样的背
包……堆放在酒店大堂里，看到有的
队员甚至自带了微波炉，当时的她发
出了“最强音”：“在这里，你们不需要
准备泡面。”

“来之前还担心吃不好，现在人
都胖了一大圈。”医疗队员万丽萍说。

队员们每天吃盒饭，也需要换种
口味了，陈芬玉私下打听，得知队员
们最想念家乡的麻辣洋芋，便请教了
制作方法。

2月14日晚，云南医疗队的队员

们就收获了一份意外的加餐。“这么
遥远的地方能吃到家乡的食物，我们
都很感动。”云南对口支援咸安区医
疗队队长刘培万在写给酒店的感谢
信中提到。

随后的日子里，辣子鸡、凉拌香
椿等云南特色菜也纷纷被端上了餐
桌。

“等疫情结束，我要在店里搞个
云南菜系。”厨师长蔡谱，为准备每日
的餐品，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近十
点，腰有点受不了，但看到大家爱吃，
感觉一切都值了。

2月22日，云南捐赠来的鲜花放
满了酒店大堂，带来了春的气息。然
而，类似的一幕早在2月14日就出现
了，为了让援咸医疗队员们感受到家
乡的气息和节日的氛围，咸宁的一家
花店清空了自家库存，将全部鲜花送
到医疗队驻点。

这样的小故事，在咸宁市维也纳
酒店——云南援咸医疗队驻地每天
都在上演。

“一来到咸宁，驻地酒店热情地
为云南援鄂医疗队服务，每天换着花
样为医护人员做云南口味的饭菜，给
我们送鲜花和水果，爱心车队的志愿
者随叫随到，风雨无阻的送医护人员
上下班，义工为我们免费理发。”云南
援咸护士刘文芝说，感觉大家就像一
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正能量满满，在
咸宁的每时每刻都令我感动。

“……从元宵节的汤圆到云南风
味小吃，从到处奔波搜寻的护手霜到
鲜花装饰的大厅，每一份餐食，每一
件物品，都包含你们的心意，让我们
倍感温暖，我不知道你是谁，叫什么
名字，但我知道，你们在我身边，关怀
备至，你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酒店
员工，让我说声谢谢你。”云南援咸医
疗队薛娇的一封感谢信，道出了彼此
间深厚的情谊。

瑶池酒店也是云南援咸医疗队
的定点驻地之一。为全方位保障好
一百多名队员的起居生活，酒店员工
全力做好后勤保障。

吴栋辉，河南人，正在酒店的厨
房忙碌着。疫情发生以来，他第一时
间响应号召回到岗位，每天和团队加
班加点，对每一道菜品精心烹饪，反
复调试。吴栋辉了解到医疗队员大
多来自云南昆明，都爱吃家乡的特色
美食云南米线时，酒店立即千方百计
从云南筹措食材，确保医疗队员们吃
上一口家乡味儿。

“来到这里生活了40多天，酒店
给我们像家一样的感觉，这让我们很
感动。”云南援咸医疗队员夏铵冬说。

“就算平时加班加点，也是我自
愿的，想力所能及地把他们照顾好，
给他们提供一个干净轻松的工作环
境。”瑶池酒店工作人员李巧琴说。

布置会场、卫生清扫，这是李巧
琴每天的日常工作，即使前几天不小
心受伤手摔至骨裂，她也舍不得放下
手头工作。她说：“我想照顾他们到
最后，然后我再休息。”李巧琴还特意
为队员送上自己手工制作的鞋垫，留
作纪念。

云南援咸医疗队队员：

谢谢你，酒店员工！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苒宇 刘珊珊 谭宏宇

建育秧基地
17 日，咸安区双溪桥镇毛祠村水

稻育秧基地，当地村民在架设塑料大
棚，准备集中育秧。

为提高早稻秧苗质量、扩大种植
面积，咸安区农业部门利用当前晴好
天气，因地制宜在双溪桥镇毛祠、杨堡
和汀泗桥镇赤岗、黄荆塘等村建起4座
水稻育秧基地，可抛插早稻1万多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吴珂 摄

上阵父子兵
——一个农民的抗疫日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见习记者 王苒宇 通讯员 刘伟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
朗、通讯员谭崇飞、阮云杰报
道：如何方便群众办事，及时为
群众释疑解难？通山县大力推
行“公开手机号码，打开县乡政
府大门，迈开步子进农家”为主
要内容的“三开”工作法，群众
办事不再难。

熟悉的号码可以暂时不接，
陌生号码一定得接，这是通山县
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实行“三开”
工作法以来的习惯，以手机直
接沟通方式，让群众真切感受
到干部为民办事的高效。

2月4日早上，大畈镇高坑
村的谭经林用手机拨通了镇党
委书记程刚电话，反映他父亲
服用的哮喘病药没有了，疫情
防控封村封路，请程刚想想办
法。接到谭经林的电话后，程
刚亲自跑到镇卫生院购买，不
到2个小时就将哮喘药送到谭
经林父亲手中。

“现在办事真的方便多了！”
通羊镇新城社区许玉琴深有感
触。3月18日上午，她来到县行
政服务大厅办理服务业营业执
照，出入不用登记，大厅里县直
机关和职能部门窗口写得清清
楚楚，每个窗口工作人员都亮明
身份，只用30多分钟就在市场

监管窗口办好了有关手续。
“打开大门”不仅消除了隔

阂，融洽了干群关系，也开启了
转变干部作风和接受群众监督
之门。该县全天候、不间断、不
定时进行明查暗访，公务人员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都
会受到问责。同时，该县还积
极实行“阳光财政”、“阳光工
程”、“阳光用人”等制度，在全
县营造出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
氛围。

2月25日晚上8点多，洪港
镇党委书记石裕刚在洪港社区
排查汉返人员情况时，居民李
相柏反映小区18家居民自来水
不通，他立即安排镇自来水厂
技术员赶来维修，两个多小时
接通了到各家的自来水。

燕厦乡党委书记陈东在潘
山村入户调查时，群众纷纷反
映春耕春播农资购买难，陈东
当面承诺，在2天内将群众需要
的种籽、薄膜送到他们家中。
潘山村83户农民万万没想到，
当天下午就收到了乡政府帮他
们代购的种籽、薄膜、农药。

自推行“三开”工作法以
来，该县已连续下派干部5000
多人次，化解纠纷130多起，为
民办好事实事1630多件。

公开手机号 打开政府门 迈开脚步子

通山县及时高效服务群众

本报讯 记者镇强报道：3
月24日，咸安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出通知，要
求进一步规范离咸出省返岗人
员出行手续。

当日起，凡是离咸出省返
岗人员，需在遵守《关于咸安区
人员安全有序流动的通知》(咸安
冠防指[2020] 43号)的基础上，
还要提供近7天内的个人核酸检
验报告单，方能办理《放行单》。

为了方便群众，离咸出省
返岗人员需在出行前到各自所

在乡镇办场卫生院或卫生服务
中心进行核酸检测，检测费用
由区政府承担50%；同时，所有
出行手续均在各自所在乡镇办
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离
咸出省返岗人员前往乡镇办场
卫生院或卫生服务中心办理
时，请全程做好个人防护，人与
人之间请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尽量不与他人交谈，减少停留
时间；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物
品，保持个人清洁做好手卫生。

咸安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出通知

出省返岗人员需进行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