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蓝克遥 实习生赵梦琪

3 月上旬，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部
署，全国各地春节返乡探亲因疫情滞留湖
北的 300 多名消防指战员，统一集结武
汉，这当中有 19 岁的周丰学和另外两名
桂林消防指战员。他们投身到武汉的战
“疫”一线，与当地消防员并肩作战，共
同承担治愈出院人员转运、物资搬运、现
场消杀、维护秩序等任务。

“我是湖北汉川人，每天看着新闻里
发生在不远的疫情，心里着急。后来得知
集结的消息，便第一时间报名。”周丰学
是桂林市消防救援支队平乐县大队昭州消
防救援站政府专职队员，春节回乡休假，
因疫情滞留湖北。日前，周丰学接受记者
电话采访时说，过去有人说 00 后是娇生
惯养的一代，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 00
后也有担当。

作为一名消防队员，哪里

有需要就去哪里

周丰学家乡所在的乡镇疫情形势非常

严峻。看到无数医务人员不辞劳苦，奋
斗在疫情一线，不甘心在家休息的他报
名参加了村上的疫情防控工作小组，成
为了一名志愿者。“作为一名消防队
员，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冲锋陷
阵。”周丰学说。

周丰学说，在做志愿者期间，他每
天上午负责各类疫情防控方案的制作，
每日疫情情况的宣传发布，汇总各屯上
报的人员动态情况等，并形成报告供决
策参考。每天下午，他要负责他家所在
地监控点附近的清洁消毒工作，向乡亲
们宣传防疫政策，严格履行消毒程序。

“因为疫情严重，压力确实不小。
家里人也有担心，但作为一名消防员，
我觉得我要到一线去。”周丰学说。

00 后消防员联手当地突

击队投身抗疫一线

“虽然回不了我们本单位参加抗疫
工作，但奔赴武汉一线，更是对自己的
磨砺。”周丰学告诉记者。 3 月上
旬，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部署，因疫
情滞留湖北的全国 300 多名消防员抵
达武汉集结，与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

“ 119 党员突击队”并肩作战、共抗疫
情。经过体检、选拔等程序，周丰学成
为了突击队中的一员。

周丰学被分在突击队一分队，工作
地点在一处治愈病人的隔离点——— 武汉
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日常工作是负责对
入住隔离人员的 4 栋楼的房间进行打扫
和消毒。周丰学说，在这里每天分两
班，穿上防护服后一工作就是 12 小时，
经常要背着 40 多斤重的消毒水进行消
杀。等晚上回到住处才发现肩膀都被磨
破。

在这个隔离点值勤的 46 位消防指战
员中，周丰学年龄最小，个子也不大，
胆气却不小：接送隔离人员时，同事背
起行走不便的老人，他会主动上前搭把
手；看到有些隔离人员情绪不好时，他
会主动协助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毫
无畏惧。

“以前自己多是机械地完成任务，性
格上也有些我行我素，经过这次历练增强
了团队意识，更加懂得体谅、关心别人，也
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
周丰学说，作为一名消防员，能为家乡尽
一份自己的力量，他感到十分光荣和自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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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00 后也有担当

00 后桂林消防队员走上武汉抗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秦紫
霞)记者从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
院获悉，根据国家统一安排，广西援湖北抗疫
医疗队首批 153 人，于 3 月 18 日 14 时从武
汉起飞， 16 时抵达南宁吴圩机场。在这 153
人中，包括 22 名桂林首批援湖北医疗队员。
他们将在南宁市相关定点酒店进行为期 14 天
的医学隔离后，再回桂林。

1 月 27 日，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卢青、
范锦秀、胡长玉、黄剑伟、蒋倩、李强、刘海
艳、孙黎、覃馨梅、覃子珊、武萌、张明明等
12 名医护人员，第二附属医院林云、罗丹
桂、银建华、唐慧京、陶树安、张玉荣、杨云
艳、何金宝、王丽君、黄燕玲等 10 名医护人
员，紧急集结，参加广西首批援湖北医疗队，
从南宁出发驰援武汉。经过紧张培训后，广西
医疗队全面接管武汉黄陂区中医医院 3 个新
冠肺炎病区，包括 2 个普通病区和 1 个重症
病区，管理床位 188 张。

由于黄陂区中医医院原来并非传染病医
院，经过 3 天时间，医疗队才把原来的普通
病房改造成符合要求的隔离病房。改造完成
当天，医院开始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面对艰
苦的工作条件，队员们齐心协力、攻坚克
难，迅速制定各项工作制度，为患者制定个
性化治疗方案，定期组织专家开展疑难病例
讨论，安排隔离病区医生 24 小时值班守护，
以最高的效率，最大限度地开展救治工作。
在 40 多天时间里，广西医疗队累计管理病人
397 人，其中重症 85 人，危重症 44 人，已
有 157 人治愈出院。 3 月 12 日，医疗队与黄
陂区中医医院完成工作交接，开始原地休
整。

3 月 18 日，桂林医疗队员们整理好行
装，告别了奋战 40 多天的“战场”，在简单
的欢送仪式后，统一乘坐大巴到达机场。一路
上，他们受到当地各界群众的感谢，看到大
巴，一些武汉市民为他们竖起大拇指，感谢他
们为抗击疫情作出的贡献。

武汉市黄陂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为
桂林的每位队员发来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积极向好时刻，你们完成使
命，即将凯旋，荣归故里。在此，谨向携手抗
疫的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感谢！

在黄陂防疫防控的艰难时刻，来自广西的援
汉驻陂医疗队，不辞艰险倾力驰援，帮助黄
陂人民筑牢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防疫墙，
彰显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兵‘桂’神速，
你们成为防疫防控最好的特效药；与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你们成为新时代最美的
‘逆行者’；‘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疫
情不退、我们不退’，你们用责任与担当奏
响时代的最强音。在此，黄陂区向参与黄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全体外地医务工作者发
出诚挚邀请：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黄陂景区
的大门始终为您免费敞开！待疫情结束，相
约木兰故里大美黄陂，共看人间山花烂
漫。”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疗队领队、
呼吸与危重症疾病科主任林云在离开武汉登
机前说：“马上就要回家了，现在的心情激

动、兴奋，因为我们胜利完成任务而凯旋；
也有一点不舍和落寞，在这段时间里，我们
广西医疗队与湖北医务人员并肩奋战，努力
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到桂林后，首
先要抱抱孩子，在情况许可的同时，与同
事、朋友们聊天、喝酒。我大学毕业于武
汉，很喜欢这里的青山绿水和热情的武汉
人；希望下次再来时，能看到热闹的街景和
群众欢快的笑脸。”

当天下午抵达南宁后，桂林医学院附属
医院医疗队队长、感控科主任医师卢青告诉
记者：“离开武汉时，当地医护人员都来送
我们，大家难舍难分。在飞机上，我们一直
开心地唱着歌，有的同志还大喊‘广西我们
回家了’。我现在最想念的是 12 岁女儿和
5 岁儿子，很想告诉他们，‘妈妈打败病毒
大王回家了’。”

桂林首批援湖北医疗队员 22 人
胜利完成任务返回广西

将在定点酒店进行为期 14 天的医学隔离后，再回桂林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近日，一面
写着“办事高效快捷，服务真诚贴心”的锦旗送到了高
新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窗口。“办事效率太高
了，公司一天就拿到了证照。”桂林清研皓隆新材料有
限公司负责人把锦旗递给工作人员后，由衷地夸赞。

桂林清研皓隆新材料公司是高新七星区新注册企
业，主要从事石墨烯远红外智能穿戴、石墨烯远红外电
热膜、石墨烯基环保材料、纳米抗菌材料医疗器械的生
产与销售。疫情爆发后，为缓解我市医用口罩紧缺压
力，该公司果断投入口罩项目。项目选址在桂林高新七
星区大学科技园内，厂房面积 1680 平方米。目前，已
搭建 5 台医用口罩生产机器、 2 台 N95 口罩生产机
器。项目一旦建成投产，每天可生产一次性医用口罩
57 万只、 N95 口罩 15 万只。预计年产值超 5 亿元。

疫情期间，时间就是生命。为了让项目尽快投产，
高新七星区特事特办，为项目落地提供了全方位“保姆
式”服务。在辖区的协助下，仅一周时间，该公司就完
成了项目选址、公司注册和装修。目前该企业生产设备
已经调试完毕，将陆续开始投入生产。

记者了解到，自疫情发生以来，高新七星区全力以
赴，用心服务，一方面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防控
工作，另一方面强化服务意识，推行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积极推行全程电子化登记，通过“网上办、预约
办、邮寄办、同步办”，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服务水
平。目前，已经为多家企业开通绿色通道，为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添一臂之力。

高新七星区：一天拿证

防疫企业火速投产

本报讯(通讯员刘玉萍 陈梁艳 陈善旭 文/摄)
近期，随着各地复工复学的推进，口罩刚需数量日益增
加。为缓解口罩紧缺压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灵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作为，通过简化办理流程，
采取“手把手指导，窗口现场受理，现场发证”等措
施，快速帮助口罩生产企业完成设立。

3 月 12 日，灵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股把
一次性口罩生产的营业执照颁发给桂林希望医疗器械科
技有限公司法人，使该县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增至
4 家。前期成立的 3 家一次性口罩生产企业是：广西丹
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8 日变更经
营范围成立；广西德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桂林吉臣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25 日变更经营范围成立。

随着这些企业的投入生产，将有效缓解口罩紧缺的
压力。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莫璧财)“我们
的萝卜到季节了，再不拔就开花长老了，到时
候就卖不了。” 3 月 10 日，在看到客商来到
地里收萝卜时，雁山区大埠乡贫困村李汕平村
村民李球双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日前，雁山
区农业部门组织协调企业到李汕平村田间地头
收购萝卜，为当地农户解决销售难题。全村积
压的 500 余吨萝卜已开始陆续发往广东、湖
南等地。

疫情发生后，农户种植的农产品无法销售
出去，成为农民的一块心病。为帮助农户销售

农产品，雁山区线上线下齐发力，组建起农
产品微信销售群，为农户搭建起产销平台。
雁山区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雁山建
立起了两个群，其中一个群 300 多人，均
为农村有销售意愿的种养大户和个人；另一
个群 200 多人，都是各地的老板。每天，雁山
区农业局都安排专人搜集好最新的供求信息
在群里发布，实现无缝对接。通过发挥互联网
优势，雁山区推动农产品线上销售，帮助农民
群众线上招商、线上接单，让农民快速回笼资
金，保障农民增收增产。

“我们在微信群里看到李汕平村这里还
有几百吨滞销的萝卜，就立即联系村支书，
今天过来收第一车萝卜。”收购萝卜的企业
负责人葛德军对当天收购的萝卜质量十分满
意。而在草坪回族乡， 3 辆来自辽宁的大
卡车在物流配送公司的指挥下直接开到村
里，装运沙糖桔、沃柑等农产品，草坪回族
乡通过线上销售模式， 90% 滞销农产品已
经顺利出售。

除了把客商“引进来”，雁山区还积极为
农户出谋划策“走出去”。雁山区农业部门指

导一些当地农产品销售企业采取线上下单、
线下无接触配送的模式，按客户订单需求采
摘农产品，经检测合格后配送，实现从田间到
餐桌安全的“一站式”服务，既让雁山区农户
们的菜卖得出去，也让广大市民买上新鲜果
蔬，并保证采摘配送过程安全无忧。

与此同时，雁山区还成立农产品运输协
调机构，及时解决农产品、农资及人员的运
输通行问题，确保绿色通道正常运行。目
前，雁山区利用电商、微商、团购等形式，
已经帮助农户销售果蔬近 3000 吨。

雁山区：线上线下齐发力 兜住农户“钱袋子”

灵川县口罩生产企业

增至 4 家

▲广西丹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口罩生产车间。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段晓燕 实习生赵梦琪)
宽敞的厂房里，一条全自动化口罩生产线高速运转，
无纺布、熔喷布等原料通过生产机器自动熔合在一
起，再装上鼻夹耳带后，一只又一只的口罩经过包
装、封口、装箱等工序，就下生产线了。 3 月 16 日上
午，记者在位于兴安县工业集中区的桂林欧润药业有
限公司里看到，该厂首条口罩生产线已经开始生产。
据了解，这是该公司投入约 170 万元的口罩生产线，
目前正是试运行阶段，预计两日后即可投入市场。

“之前兴安没有口罩生产企业，不管是民用的还
是医用的口罩需求都比较大，现在市场上的口罩无法
满足兴安群众的需求，我们生产口罩的初衷是本着一
个社会责任感，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把口罩尽快生产
出来，平价投放给兴安人民。”在采访中，企业负责
人介绍。

据了解，面对此次疫情中口罩短缺的实际，兴安
县委、县政府快速反应，按照疫情期间新购置设备投
资额的 20% 给予补助，鼓励该公司加紧筹备口罩生产
线。在企业启动资金欠缺的情况下，该县加强银企合
作，解决企业设备、生产原料采购运输等困难，确保
了防疫物资投产。该生产线预计日产口罩 10 万只，将
解决学生复课、企业复工复产口罩紧缺问题，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物资保障。

兴安首条口罩生产线投产
日产口罩 10 万只

▲在飞机上，空姐与桂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医疗队员合影，为医疗队员点赞。

通讯员周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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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丰学与同事负责对住入隔离人员的房间进行打
扫和消毒。 (市消防救援支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