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的那几天，湖南天气寒

冷，而疫情防控工作也益发紧

张。晚上，罗青华和同事们在

临时搭建的四面透风的监测点

24 小时值班值守。白天，自己

写宣传稿，担任播音员，用本

地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土话”

进行广播，劝导村民们不要聚

会串门。

正月初六以后，湖南天气开

始放晴，暖和的阳光让连续多

天被“禁足”的部分村民憋不

住了，开始出门走动。这让罗

青华和同事们心中的弦绷得更

紧了。罗青华说，他们在宣传

之外，加大了走村入户排查的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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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正月初一。邵阳

县罗城乡女乡长罗青华一家正在

县城的新房子里欢欢喜喜过第

一个春节。按照当地习俗，新房

入住后要在新家过年，且要住上

三个晚上。

但随着全国疫情形势日益严

峻，初一晚上，她就接到了第二

天上午要到乡里部署抗疫工作的

电话。1 月 26 日清早，她匆匆忙

忙驱车赶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罗城

乡政府。没想到，这一待就是 29

天。

罗城乡是贫困乡，不少村民

都在外地打工，在春节前就有 70

多名湖北返乡务工人员。虽然乡

政府已将这些人员进行了居家隔

离，但如何让这些人平稳安全的

度过隔离期仍然是艰巨的任务。

1 月 29 日上午，罗青华接到

石背村村支书的电话，对方说村

里有一名从湖北回来的小伙子，

隔离期间不听劝阻，多次在村里

串门。

接到消息后，她马上和一名

同事以及执法大队人员一起入户

做工作。快要进门时，罗青华看

到同事明显迟疑了起来，她明白

同事的顾虑。乡村干部没有防护

服、没有隔离衣，只有一只最普

通的口罩，对病毒的恐惧和担忧，

他们何尝不会有。

“害怕也没用，这个时候只

能硬着头皮 上，因为总要有人

上。”罗青华说，作为乡长，她

必须带头。她抢先一步走到了同

事前面，没想到，同事看到她走

到了前头，立刻赶超她，反而走

到了她的前面。

瞬间，她的眼眶湿润了……

入户检查，老乡把纸牌丢进垃圾桶2020 年的春节，我们记住了一群逆行而白衣战士。而在
我们身边，还有一群没有防护服，也没有请战书的“战士”，
从大年初一起，他们就离开温暖的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
程，默默的守护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就是所有奋战在抗
疫一线的基层干部们。

疫情发生后，罗城乡的物资

库存一次次告急，找不到其他

购买渠道，罗青华只好通过微

信朋友圈向亲朋好友和爱心人

士募集口罩、体温计、消毒液

没有防护服，保护她的只有口罩

43 岁的唐艳华是永州市委

党校派驻新田县大湾瑶族村扶

贫工作队队员，身处这支唯一的

女子扶贫工作队，唐艳华抗疫

扶贫两不误，事事为村民的利益

着想。

大年初五，为让抗疫宣传深

入人心，她连夜书写了跟疫情

防控有关的《致全村乡亲们的

一封信》，随后请人打印，到村

后，她第一时间把信送给每一

位村民。此外，她还制作了 10

副条幅，贴在村里的醒目位置，

并 组 织、 参 与 利 用流动 喇叭、

走访入户等形式，不停强化防

控宣传。

村民听劝少出门，可必需的

生活物资怎么办呢？“我们联系

了一个此前经常来村里卖东西

的老板，把村民的需求先收集

起来，请这个老板采买后送到

关卡，我们再一户户送到村民

手中。”唐艳华说。

雨水至，农事忙。2 月 24 日，

唐 艳 华 来 到 一 名贫 困 户家 的

药材种植地了解情况、指导生

产。唐艳华对农业远程教育非

常熟悉，她利用掌握的专业在

帮扶村民的同时，自己也学习

了相关的种植技术。去年，村

里有 10 余户贫困户在扶贫工

作队的帮扶下种植了白术。“白

术宜选通风、凉爽、排水良好

的旱地种植，我们村的土地正

适合。”

看完药材基地，唐艳华又到

该村的新田县远红种养农业合

作社肉牛养殖基地走访。因缺

少资金，基地建设在年前没能

完工，唐艳华带领合作社成员

多方筹资。如今基地建设已完

工，很快就可投入生产。她及时

地提醒基地负责人先跟合作对

象预订幼牛，“以免疫情散去后，

一下子买不到牛”。 

当得知村里的木耳合作社

成员李万富春节采摘的 200 多

斤干木耳以及 1000 多斤鲜木耳

都没卖出去正急得团团转时，唐

艳华马上替他找销售公司了解

情况，得知是因疫情影响，负

责收购的工作人员暂时还没到

岗，等疫情过后可以正常收购

后，她心里有了底。但以防万一，

她仍然在朋友圈发动自己熟悉

的单位和亲朋好友来购买，附

近的大湾林场立马响应了。李

万富开心地说 ：“可算解了燃眉

之急。”

战“疫”还在继续，春耕就

要开始，为了“两不误”，唐艳

华和她的队友们正在周密筹划

实施网格化管理，“战疫扶贫我

们一定能赢！”

34 岁 的 女 乡 长 罗 青 华，
就是这样一名在抗疫一线的
基层干部，从大年初二开始，
她在防疫一线整整坚守了 29
天。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希
望我的坚守能让全乡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在老挝的老乡捐来了抗疫物资

扫一扫，
转发分享

罗青华在集市上宣发抗疫资料。

罗青华将募集到的抗疫物资分发给
一线同事。

有一天，罗青华和同事

刚走进村里，正好发现一户

人家聚在一起打牌，乡干部

们把他们堵在了门口，一屋

子人瞬间安静下来。

“看到我们来了，也没等

我们说话，他们马上起身把

纸牌扔进了垃圾桶。不过，

事后我们还是对这些群众进

行了批评教育。”罗青华说。

天天在村里忙，罗青华

早忘了自己有多久没回家。2

月 17 日晚上 9 点多钟，还在

整理抗疫材料的罗青华突然

接到丈夫的电话，原来她的

公公心脏病复发住院了，问

她能不能回来。罗青华却没

办法马上答复老公，因为她

正在弄的材料明天 10 点前急

需上报，明天上午 9 点县里

还有会……

当天，罗青华在日记里

写 道：“2 月 17 日， 今 天 是

坚守工作的第 23 天，也是让

我惶惶不安、深感愧疚的一

天。晚上，丈夫电话告知我

父亲突发心脏病，要求我立

即回家。想着手里一堆未完

成的事和明天要做的工作，

我无情地拒绝了丈夫的要求。

挂断电话，我哭了。我不知

道这样做是否正确，但希望

我的家人可以理解。”

等物资。邵阳市市委副书记

统战部部长曹普华看到她的

求助消息后，帮她联系了在

老挝工作的老乡唐小艳。唐

小艳马上在老挝收集了 6600

只口罩捐赠给罗城乡政府，

助力全乡抗疫一线的工作人

员。

罗青华拿到口罩后，第

一时间将口罩发放给了各村

干部、防疫哨卡工作人员、

村医、卫生保洁员等疫情防

控一线工作人员。

整整 29 天，她和全乡干

部一起走村入户宣传、排查、

抓工作落实；晚上学文件、

吸收消化提炼，再部署。在

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截至目

前，罗城乡没有出现一起疑

似、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没

有发现一名确诊病例密切接

触者。

2 月 13 日，湖南省政协

主席李微微到邵阳县保和村

督察疫情防控工作。罗青华

和同事们的工作得到了李微

微主席肯定。 

“主席对我说，‘小罗同志，

你要保护好罗城乡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也要照

顾好自己’。微微主席的话，

让我无比感动，也感到身上

的责任更加重大。”罗青华说。

现在，全省疫情形式都在好

转，春耕春种、复工复产工作

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农民们

像往常一样已经在田里忙活

起来了，罗青华说一年之计在

于春，田里的油菜花开得像

往年一样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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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临前，唐艳华（右）指导村
民填表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