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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无情，人间有爱，越是危难时刻，越能彰显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
强大力量。

面对疫情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前，天南
地北，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在尽己所能的贡献自己的力量，奉献一份爱
心。

爱心涌动，情满天下，点滴汇聚，涓流成河，最终凝聚成抗击疫情的
强大力量。

爱心，是一次次千里驰援。
疫情发生后，按照党中央“一省帮一市"的统一部署，云南省对口支

援咸宁。自1月27日，云南省举全省之力、集全省优势，全力支援咸
宁。他们送来了最精锐的医疗队伍，最精良的医疗设备，最精质的生活
物资……

举国上下，闻之而动，疫情牵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河北、江
西、新疆……全国各地的爱心，不畏艰难，不惧风险，跋涉千里，日夜兼
程，向咸宁汇聚。

爱心，是一个个逆行身影。
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为了群众的正常生活，有这样

的一群人，他们坚守岗位、奋战在抗疫一线，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勇担社
会责任，争分夺秒地与疫情抗争，用血肉之躯逆向前行。

他们是浴血奋战的医护人员；他们是默默奉献的志愿者；他们是后勤
保障的爱心企业……他们，冲在一线，牢守底线，用爱在坚守着这座城市。

爱心，是一份份点滴汇聚。
时势造英雄，凡人出壮举。在抗击疫情的这场严峻斗争中，广大的

咸宁市民，纷纷行动，大疫面前不言退，用点滴爱心铸就抗疫长城。
他们中，有党员干部、有民营企业、有驻咸企业、有爱心人士、有

白发苍苍的老人、有黄发垂髫的小孩、有朴实的村民、更有刚脱贫的贫
困户……一个个感人的事迹，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语
言，诠释了一种担当，一种责任，一种精神。

他们，用一份份爱心，一个个善举，点滴汇聚，闪耀出直透心底的温
暖和光芒，激发出凝聚人心的磅礴力量，成为抗击疫情的汪洋大海。

万众一心，没有翻不过的山；心手相牵，没有跨不过的坎。同舟共
济、众志成城，每个人的爱心力量虽然小，汇聚点滴之后，就可以成为庞
大的中国力量，只要我们携手并肩、守望相助，也定能共同守护好我们美
丽的家园。

点滴善举汇成爱心大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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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战“疫”，共克时艰；
同舟共济，共书大爱。

从神州大地到异域海外，
从云南之滨到北国之地，从东
部沿海到西部草原，从偏远农
村到社区街道，爱心，在咸宁
汇聚。

从党政机关到社会各界，
从行业企业到商会协会，从党
员干部到普通市民，从志愿人
士到贫困群众，爱心，在咸宁
传续。

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
情，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
年不分老幼，感天动地的爱心
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抗疫
赞歌。

截止4月 16日，市红十
字会共收到社会各界爱心捐
款 5793 万余元，爱心捐物
169批次，价值38亿余元；市
慈善会共收到爱心捐款2.39
亿余元，爱心捐物36批次，价
值1751万余元。

数字的背后写满爱心，爱
心的背后写满故事，故事的背
后写满感动。

一次次

千里驰援见证大爱如山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摘自《送柴侍御》

有一种爱叫情重于山。
疫情汹涌，让人措手不及。
防护服告急，护目镜告急，口罩告急，各种生活物资

告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按照党中央“一省帮一市"的统一部署，云南省对口

支援咸宁。自 1月 27日，云南省举全省之力、集全省优
势，全力支援咸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看，他们送来了最精锐的医疗队伍：两批由云南各
医院各科室的最精锐的498名医疗骨干，分赴我市各地
抗疫一线；

看，他们送来了最精良的医疗物资：小到制氧机、心
电图机、呼吸机、输液泵，大到CT、DR、负压（普通）救护
车、影像云远程诊断，价值3000万元的医疗设备运往咸宁；

看，他们送来了最精质的生活物资：昆明的鸡肉、曲
靖的猪肉、宣威的火腿、大理的鸡蛋、瑞丽的西瓜、丽江
的土豆、怒江的青菜，还有传递春天气息，洋溢着生命力
量的美丽鲜花……

从省城到州市，从州市到乡镇，从官方到民间，云南
人民把最好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据统计，我市共收到云
南省各界捐赠资金 571.27万元，各类物资 39批次价值
9984.19万元，总价值超亿元。

咸宁的疫情也引起河北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
燕赵大地暖流汇聚，冀力向南：

1月29日晚，河北廊坊新奥集团带着价值30余万元
的医用物资急驰 1600余公里，为我市送来最早的一笔

捐赠，拉开了河北各界支援咸宁的大幕；
1月30日晚，河北金沙河面业集团紧急调运68吨价

值 35万余元的小麦粉、挂面等物资，13个小时行驶了
1000公里路，送来急需的生活物资；

2月2日，中山博爱基金会理事、河北精英集团董事
长翟志海向中山博爱基金会捐赠100万元，拨付给咸宁
市红十字会；

2月 3日，河北省最大的乳制品加工企业君乐宝乳
业集团向我市定向捐赠价值300余万元乳制品，用于一
线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补充营养；

2月7日，历经4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河北秦皇岛惠
斯安普公司价值1500万元的10台大型功能医学医疗设
备抵达咸宁；

2月 11日下午 3时许，5辆满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总价值1276.8万元物资的货车，从秦皇岛出发；

跨越千山万水，爱心持续奔涌。除了云南和河北，
全国各地的爱心和物资，日夜兼程，向咸宁汇聚：

5辆疾驰了70小时的新疆大货车，从4250公里之外
新疆阿克苏出发，送来了100吨最甜的冰糖心苹果；

江西人民送来最热的爱心血；
山西送来最及时的消毒液；
广东送来最先进的救护车；
广西人民送来最可口的优质水果；
北京、山东企业送来最放心的健康产品；
江苏人民送来最暖心的爱心蔬菜；
黑龙江人民送来了最可口的优质大米；
……
一笔笔善款穿越时空汇聚咸宁，一车车物资穿越山

水驶向咸宁。

一股股

涓涓细流汇成大爱如潮

棠棣之花，萼胚依依，兄弟之情，莫如手足。
——摘自《诗经小雅棠棣》

有一种爱，叫血浓于水。
1月25日，市民彭代超分两笔向市红十字会捐款1000元，这是

我市收到的第一笔个人爱心捐款。
1月26日晚，咸安区宏大集贸市场的个体户周超捐赠1803.3斤

鲜鱼，这是我市收到的第一笔爱心捐物。
鼠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侵袭神州大地。咸

宁，同样面对疫情压城的严峻形势。
居民“粮草”从何而来？防疫物资从何而来？

“家人有难，我必帮之”。咸宁，吹响了保卫家乡的爱心号角，
用爱筑起抗“疫”长城。

党员干部在行动——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向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发出自

愿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市委书记孟祥伟，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远鹤等市领导第一时间带头捐款，表达爱心。

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迅速行动，踊跃参与，以实际
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7492名市直机关党员参与捐款，累计捐
款120多万元。

普通市民在行动——
在咸安，市民王国录、陈彩云夫妇走进市防控指挥部，从随身

携带的小包里拿出10万元现金；
在赤壁，黄盖湖镇68岁的老人名魏金枝，把去年一年的农作物

收成1088元捐出来；
在通城，一名环卫工人把两包医用护理口罩和 1000元钱放在

隽水镇秀水社区，并留下一张纸便条“请您们(把)钱和物转给县里
面的医生”；

在嘉鱼，潘家湾镇爱心人士捐赠6.5吨蔬菜；
在通山，106位村民捐款227700元；

在崇阳，两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把 400元善款留在了社区防控
卡点……

民营企业在行动——
翔天能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款100万的基础上，公司董事长

周灯荣个人又捐出10万元，还发动儿子和侄儿分别捐款10万元。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向咸宁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捐赠

10台路面养护车，价值102万元。
湖北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晖在第一时间响应号

召，累计捐款捐物达215万元。
湖北海王集团德明医药公司第一时间向咸宁市红十会捐赠价

值200万元的疫情防控物资。
广大咸宁楚商、商（协）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响应号召，纷

纷开展捐款捐物、爱心慰问等活动，累计捐款捐物8156.8801万元。
驻咸企业在行动——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向咸宁市捐赠600万元，同时，向海外采购并对

我市捐赠多批N95口罩、医用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咸宁中燃城镇燃气有限公司向我市捐赠20万元港币；
工行咸宁分行和建行咸宁分行，在一周内先后两次共向我市

捐赠 250万元支持抗疫，中行、农行、交通银行、湖北银行等一大批
金融机构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爱心人士在行动——
广东省湖北咸安商会连夜募集资金 15万余元，购买医用口罩

支援家乡；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兼职副主席任美清从海外汇来爱心款10万元；
白俄罗斯中华商会捐赠的价值56万元医疗口罩、医疗防护服、

医疗手套、护目镜防疫紧缺物资到达咸宁；
祖籍通城的阿曼华人商会成员况龙辉花了近 9万元运费和

4000元税金，将19.5万元物资通过托运直达通城。
一份份爱心犹如涓流，汇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一个个善

举犹如水滴，汇聚成抗击疫情的汪洋大海。

一份份

美丽感动蕴藏大爱如火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

——摘自《我爱这土地》

有一种爱叫情深似海。
“唐老，你的捐款已捐过去了！”2月17日一大早，当

咸宁军分区干休所协理员李磊把捐款转账的截图打开
给唐光友看时，卧病在床近两个月的老人露出了久违的
笑容。

这位被国家民政部、原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人民
公仆老兵楷模”荣誉称号的老人，离休前是咸宁军分区
副司令员。离休后，老人一直在捐款做好事，连他最亲
近的人也记不清他究竟捐了多少次多少钱。

11800元，他把自己最后一笔捐款捐给了抗疫一线。
6天后，2月 23日晚，这位为人民奉献一辈子的“抗

癌老兵”，兑现了“把一切献给人民”的诺言。
面对肆虐的疫情，在咸宁，最可爱的人书写着最美

丽的故事。
那是一份稚嫩的爱心：
1月26日下午，8岁的嘉鱼小男孩刘梓熠，在父亲陪

伴下走进嘉鱼县民政局救助办公室，将自己储存的6年
压岁钱33000元现金捐了出来。

“儿子有这个意愿，做父母的肯定支持！”刘梓熠的
父亲迅速联系了嘉鱼县慈善会，主动上门捐款。而此
时，距离嘉鱼县发布接受社会捐赠通告不足12个小时。

那是一份朴实的爱心：
1月29日下午，咸宁市慈善会收到了一笔特殊的捐

款，虽然金额只有6310元，但是却让接收的工作人员倍
感暖心。

捐出这笔善款的，是我市 55个朴实的蜂农一个个
自发凑起来的，最多的捐了500元，最少的捐了50元，其
中有七个贫困户4个捐50元，3个捐100元。

协会会长金海波说，很多蜂农日子过得很拮据，但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家都愿意参与捐款，特别是有贫
困户站出来捐款。

那是一种深厚的爱心：
2月13日，咸安区贺胜桥镇财务管理服务中心帐户

上，收到了一笔来自扎勒木特乡浩图尔哈队的47790元
爱心款。

新疆温泉县扎勒木特乡浩图尔哈队是贺胜桥镇对
接援助的乡村。疫情发生后，牧民巴特带头捐款 1万
元。在巴特的带动下，牧民纷纷响应，你 100元，我 300
元，他 500元，家里没有积蓄的牧民甚至把自己家养的
牛和马也捐了出来。137名刚刚实现脱贫的牧民，共捐
款47790元。

那是一种滚烫的爱心：
“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区人民为八路军战士熬鸡

汤，我们为什么不能为‘白衣战士’熬鸽汤？”崇阳县回头
岭村养鸽场经理吴卫龙用微信向村党支部书记甘卫民
发去了赠送肉鸽1000只的想法。

2月 9日下午，父老乡亲们在养鸽场开始了宰鸽行
动。男人来了，妇女来了，80多岁的老婆婆也来了……
30多位村民挑水的挑水、烧火的烧火、去毛的去毛，呈现
出一派“我为亲人熬鸡汤”的动人场景。

2月10日下午，300只鸽子以及枸杞、党参、牛奶、水
果等营养品送到了崇阳县人民医院。

一笔笔爱心，凝聚着无数美丽的感动；一个个平凡
的身影，汇集成万千英雄的人民。

一个个

逆行身影记录大爱如虹

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摘自《淮南子·主术训》

有一种爱，叫情涌于泉。
“日子是苦的，但人心是甜甜的，感谢有你！”在微信

群“家宴盒饭报数群”里，多名医护部门负责人诚挚地对
群主、湖北家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朝胜表达感
激之情。

从大年初一就开始送爱心免费餐的湖北家宴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每天都会搭配不同荤素种类的菜品，并
提前和医院沟通菜品选择，努力保证一线医务工作者的
营养需求。

城区御湾酒店从1月31日开始，也加入到为咸宁城
区防疫一线工作人员送爱心餐行动中，最高时一天送出
2000多份爱心餐。

在咸宁餐饮行业协会的组织和协调下，咸宁多家餐
饮企业及爱心人士参与到送餐活动中，共送去爱心餐和
保障餐近8万份，为疫情防控提供后勤保障。

疫情防控期间，医护人员在一线浴血奋战，志愿人
员在后方默默奉献。

大年初一，市民甘宁在一个水果微信群里看到一个
医护人员上下班遇到难题时，立马与她对接上，正式开
始了“护送医护上下班”的工作。

在他的带动下，最多时候有100多位市民加入到志
愿护送医护车队中来，他们24小时待命，穿梭于各个医
院之间，成为咸宁的临时“动脉”。

“封城”之下，城市按下了暂停键，而有一群人，却用
爱在坚守这座城市：

为了 60多个小区居民的生活物资供应，一批志愿

者走进社区，为居民们买菜购药；
来自湖北科技学院的36名心理援助志愿者用电话

或者网络与求助者交流，疏导不良情绪，引导群众保持
乐观心态；

从 2月 27日开始，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组织 130
名理发师进小区，为居民送去了温情又实在的理发服
务。

爱心在传递，爱心在接续。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这场伟大的战“疫”中，咸

宁，也在奉献着自己的爱心：
1月27日晚，中琢智慧流体设备（湖北）有限公司负

责人刘雄突然接到中建三局一名施工负责人的求助电
话，1月 30日一大早，刘雄带着技术人员火速赶往武汉
火神山医院，协助安装调试污水处理泵站；

1月30日，得知中建商砼正在供应雷神山医院项目
混凝土，湖北精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便第一个主动提出
捐赠砂石骨料。2月 1日上午，45辆满载砂石骨料的货
车从赤壁市隆杰矿业、咸安区高七矿业出发，运抵雷神
山建设现场；

1月 30日早上八点，经过 130余名提前返岗员工 4
天的突击生产，咸宁高新区厚福医疗装备有限公司约
1000张医疗病床发往武汉；

3月 13日，为了支持武汉抗疫，20辆专业水产运输
车集结成队，满载着来自嘉鱼、咸安的20万斤活鱼抵达
武汉。

武汉市副市长徐洪兰说，活鱼是武汉市民餐桌上的
最爱，感谢咸宁人民的深情厚谊。

风雨同舟，没有一个冬天不可跨越。
同舟共济，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