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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早，车辆行驶在前往扶

贫村的半途，一条关于疫情的

信息从唐华容的手机里弹了出

来——她无法淡定，因为这是

一条关于攸县的疫情信息。

信息显示，攸县出现了第

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更让唐华

容担忧的是，这一确诊病例，

就出现在她的老家——攸县网

岭镇一个和她的家乡相邻的村

子。此刻，家里只有年过七旬

的父母和正在备战高考的17岁

儿子。

她拨通儿子的电话，叮嘱

道：“跟爷爷奶奶不要出门，需

要的生活用品，我和爸爸会安

排人送到家里来。”

挂了电话，她又拨打丈夫

的手机，没接！再打一次，还

是没接！唐华容放弃了。作为

医生的丈夫，每天忙得连上厕

所都要计划时间，连大年初一

都没有休息过。

就在她挂电话的同时，有

电话打了进来。

“唐书记，您什么时候到村

里来？这里有些紧急情况！”这

个电话是她的扶贫好搭档、存

养村支部书记周珍香打来的。

没有迟疑，唐华容驾车朝

存养村驶去。

存养村，这不是唐华容扶

贫的第一站，从 2016 年初开始，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组织上派

她先后在攸县石羊塘、渌田两

个乡镇开展驻村扶贫工作。存

养村是唐华容扶贫的第三站。

因为肯干实干，她被评为攸县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存养村辖 18 个村民小组，

625户 3080人，和茶陵、安仁、

衡东三县相邻，平时的扶贫任

务都相当艰巨，疫情之下，防

控形势更是严峻。

车行至存养村支部，村支

两委已经到齐。

“返村人 员摸排 进 展如

何？”来不及道一声“新年好”，

刚落座的唐华容问在场干部。

有干部说，经过第一次排

查，发现有湖北返村人员3人。

对于这个数字，唐华容脑

海里打了一个问号。存养村外

出务工人员有1000 余人，湖南

湖北山水相连，肯定不止3人。

作为一名在医院工作 23

年的医护工作者，唐华容深

知，疫情来势汹汹，医疗条

件相对薄弱的农村，“防控”

是阻断疫情最重要也是最有

效的措施。

为了掌握最准确的数字，

唐华容把村里 45 名党员以及6

名网格员召集起来，分成六组

再次分头紧急排查。经过三次

排查后，最终确定了湖北及重

点疫区返村人员17户 38人。

“我们要求他们从保护亲朋

好友的角度出发，实行居家隔

离。”周珍香说，这条坚固的

防疫城墙，是唐华容带着党员

干部和网格员以及热心村民用

脚板踏出来的。

疫情之下，女护师的扶贫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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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抗疫一线的时刻，株洲攸县中医院 44
岁的主管女护师唐华容却坚守在另一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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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养村的扶贫工作队队长，今年也是她坚
守扶贫工作的第五年——疫情下的扶贫工
作，虽然艰难，但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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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是当务之急，

但脱贫攻坚、春耕生产也不

能耽误。

存养村有40 户贫困户，

目前还有5户未脱贫。唐华容

叮嘱党员和干部，在排查疫

情时，要特别留意贫困户的实

际困难。

唐华容走访时，一名贫

困户跟她诉苦，说现在集市

关闭，出不了村，家里1000

多个鸡蛋卖不出去，放久了

就会坏掉。

唐华容把这名贫困户的

烦心事发到了朋友圈。攸县

中医院院长蔡文德获悉后，

买下了所有的鸡蛋。

还有一名贫困户，患有矽

肺病，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靠打零工供儿子上大学，至今

没有脱贫。虽然很多地方在

逐步复工，但他是易感人群，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

出门打工。

“孩子读书怎么办？生活

怎么办？”他给唐华容打电话，

满满地担忧和无助。

为了帮助他，唐华容带

着村支书周珍香到县人社局

争取到了一个公益性岗位。

“我现在就在家门口工

作，每个月有 1540 元工资，

政府还给我买了保险，今年

肯定就脱贫了。”这名贫困

户说。

抗疫 + 扶贫，是唐华容

要打的组合拳。“现在疫情正

在吃紧阶段，盲目开发产业

项目，风险不可预计，我和

村支两委开了会，决定动员

村里的水稻种植大户投资产

业扶贫基地，让村里 10 户无

劳动力的贫困户进行产业链

接分红获益，实现 2020 年

全村贫困户稳定脱贫。”唐华

容说。

在唐华容看来，稳住了

返村人员，防控工作只做了一

半。经过前几天的摸排，存

养村有 25户准备在春节期间

办酒席，其中有 6 户已经定

在初四办婚宴。要说服村民

不聚集、不串门，婚嫁乔迁

酒席必须叫停。

话虽这么说，但在春节办

喜宴已成风俗的农村，真正

做到谈何容易。

有一村民原本计划嫁女

儿，男方也是本村村民，筹

备这场婚礼，双方都花了不

少钱。在接到村干部打来电

话要求推迟婚礼后，该村民

一口拒绝。信息很快反馈到

唐华容处。

办酒席的头一开，大家都

会跟风，后果不堪设想。唐

华容顾不上滂沱大雨，前往村

民家做工作。“村民知道我来

的目的，看到我就说：‘你们

要取消我的喜宴，村里就要

赔偿我们双方的损失。’”3月

3日上午，唐华容向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转述该村民的话。

尽管理解村民的想法，

但唐华容仍耐心跟对方解

释，在疫情蔓延的特殊情况

下，是不允许大办酒宴的。“我

也跟他说，你办酒席，请来

的都是亲朋好友，万一出事，

害的都是亲人。结婚是大喜

事，等疫情结束，热热闹闹

地给孩子办，你们不请我，

我自己来给你们庆祝！”唐华

容的一席话，终于说动了对

方。

惊险的是，就在酒席取

消后两天，1 月30 日，和存

养村相邻村子的一名武汉返

村人员发病，2月8日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而周边的县也

陆续出现了聚集性病例。

面对发生在身边的疫情，

村民从开始的不在乎变成了

担忧。

严格的防控措施也随之

而来——防控要做好，但村

民的基本生活也要

有保障。为此，唐

华容迅速成立了党

员先锋志愿服务

队，为村民采购、

配送生活用品，她

也 当 起了“ 采 购

员”。

直到2月16日，

该确诊病例康复

回家至今，渌田镇也没有新

增确诊病例。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唐华
“爸爸双肾积水又感

冒，女儿也咳嗽流鼻涕

了。”电话那头，传来丈

夫无奈的声音。

“老公，辛苦你了。”

吴小艳带着自责与不舍挂

断了电话，但她此刻最担

心的还是蒋坊乡 10000 多

名群众，包括她驻村扶贫

的竹联村近 2000 名村民

的安危。

作为邵阳市城步县蒋

坊乡竹联村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吴小艳带动村

支两委、扶贫工作队队

员及 120 余名党员和志愿

者，签订先锋入户关怀承

诺书，积极投入到疫情阻

击战中。他们对 14 个村

民小组进行排查摸底、登

记造册及上门宣传防疫工

作，对全村 7 名涉鄂人员

和6名密切接触者落实“一

对一”帮扶管控措施。

竹联村有户村民，一

家三口春节前从湖北疫区

回来，不配合村医进行医

学监测，也不愿居家隔离，

还扬言“不要把我们当犯

人看管，出了事情不要你

们负责”。吴小艳耐心劝

说，终于妥善安置了需隔

离的村民。

在吴小艳看来，疫情

防控和经济发展可以“两

不误”。她积极衔接，推

荐就业岗位，引导劳动力

尤其是贫困户外出务工，

并搭建招工直通车。同时，

她协助企业做好项目建

设，尤其是扶贫项目的开

工复工。

疫情期间，唐华容

深入农户家走访。

 惊 驻村途中看到家乡有患者确诊

险 劝停酒席两天后邻村有人发病

稳 推动全村贫困户稳定脱贫

扫一扫，
分享她的故事

唐华容与农户进行

春耕生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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