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向她诚心道歉

女村支书的脱贫妙招：八成家庭进城买房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落选”的哺乳期
妈妈守护后防

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

原本辞旧迎新、家人团聚的

宁静生活，却被骤然吹响的防

疫号角打破——当天，石门县

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很快，

她的微信工作群出现“紧急召

集令”：“现招募自愿抗击新冠

肺炎，进前线隔离病房的医护

人员……”周炜第一时间报名，

但最终“落选”。

“当时女儿出生才 6 个月，

我还在哺乳期。”为避免母婴交

叉感染，周炜所供职的石门县红

十字会医院随即将她安排至发

热门诊科。而随着输入性病例逐

渐增多，被“重点保护”的她再

次被“转岗”到疫情监测组。

尽管没能与新冠病毒“面对

面”对抗，但在周炜看来，守住

疫情“大后院”同样重要。

“当时，为了防止疫情传播、

扩散，我们每天都要上门对从湖

北返乡人员及其家属，还有与他

们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居家隔离

监测、防疫宣教。”周炜介绍，

虽然每人每次多部位测量体温

只需半分钟，但更多的时间耗在

了路上。“有时从一户到另一户，

开车都要二十多分钟，经常忙到

午饭都来不及吃。”

直到 2 月 25日，随着从湖

北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全部解

除隔离观察，周炜才被重新调

派至医院病区工作。

仅有的一次“回家”
与女儿隔窗“见面”

周炜的丈夫侯冲，是石门县

秀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

医护人员。在夫妻俩的心底，“医

者仁心”就是他们的座右铭。

2018 年 8 月 30 日，在国道

227 线青海省门源县路段，当时

正享受蜜月旅行的侯冲、周炜

夫妇亲眼目睹了一次重大交通事

故。“两车相撞，造成 1死 7伤。”

出于职业敏感和应急救护的

本能，周炜很快下车，与几位游

客一起对伤员进行紧急施救。其

间，她和丈夫还将携带的衣物盖

在伤员身上保暖。直至当地的救

护车到达现场，两人才悄然离开。

这感人的一幕被网友拍下来

发布在抖音上，让周炜一夜之

间成为了“网红”，被各大媒体

和广大网友赞誉为“最美护士”。

同年 9月，周炜荣登“中国好人

榜”，获评“见义勇为中国好人”。

2020 年，周炜获评湖南省“三

八红旗手”。

然而，这对正能量满满的“90

后”夫妇，却感觉对尚在襁褓

的女儿满是亏欠。

“‘抗疫’这一个多月里，我

和丈夫都没回家，晚上都住在各

自的医院，见面的次数一只手都

数得清，女儿就更没顾得上了。”

周炜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从 1月26日起，她就给孩子断

了奶，并让父母带回乡下照顾。

“有时候太想孩子了，就在微信

视频里看看她。”

一天，侯冲、周炜恰巧同时

调休，决定回趟乡下老家。这是

疫情期间夫妻俩仅有的一次“回

家”。为了不将病毒带回家，他

们隔着车窗与孩子挥手打招呼。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到时，

我要好好弥补对父母和女儿的亏

欠。”周炜如是说。

“最美护士”和丈夫并肩抗疫
在常德市石门县，随

着连续多日实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零增长”，周
炜对口医疗支援的石门县
中医医院内，每天前来就
诊的患者，探视、陪护的
患者家属也多了起来。

在医院四病区，一张
粘贴有“凭工作证、陪护
证、腕带入内”标语的单
人桌，就是周炜的工作台。
过去的一周里，这个 27
岁的“湘妹子”每天有近
7 小时重复上演着这样的
画面：为病区流动人员登
记信息、全身多部位测量
体温、宣传防疫知识、喷
洒 84 消毒液……

“跟之前比起来，现在
算 比 较 轻 松 的。”3 月 3
日晚，刚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炜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讲述起她抗“疫”一个
多月的经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您要补办银行卡？好
的”“你要我帮忙领生育
金？好的”“你要卖土鸡
蛋？好的”“你要补办户
口 本？ 好 的 ” ……52 岁
的唐友妹接一个电话，便
在一个本子上面记录。

唐友妹是永州市冷水
滩区高溪市镇王家冲村
党支部书，疫情期间，她
除了宣传和做好防疫工
作，还有一个小本子，会
一一记录村里人需要帮忙
的事，再一一跑腿办好。
2020 年，唐友妹被评为湖
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

扫一扫，分享她的经验

扫一扫，分享她的经验

建妇女之家后，
村民纷纷城里买房

很多年前，王家冲村不少妇

女喜欢赌钱打牌，导致家庭里“夫

妻吵、婆媳闹、妯娌之间唱小调”。

“那时，我们村干部往往处理了这

家矛盾又去了那家。”唐友妹说，

她为此彻夜难眠。后来，已担任村

支书的她决定办“妇女之家”。

当时没经费，唐友妹就向上

级请示求助，并在 2012 年办了

起来，同时建立了图书室。

“村民们都来了，他们利用

红星视频学文化、学技术、学

法律、了解国家政策。我还组

织开展了‘身边好人’‘好婆媳’‘文

明家庭’系列评选表彰活动。”

唐友妹告诉记者，半年后，村

里赌博现象没了，家里人也不吵

架了，发家致富的信心大了。如

今，村里有种养女能手50 多人，

80% 的家庭在城里买了房，大多

数人还买了车。

1988 年，唐友妹担任村妇女

主任，多次被评为市、区、镇先

进个人。

2005  年，她当选为村秘书，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协助村

支书修好了贯穿全村七个组 5.5

公里的水泥硬化路。

“村里的路当时特别差。雨

天，人穿靴子踩进去，抬腿时，

脚是抬起来了，靴子还在泥里；

晴天，有人载了一货车西瓜经

过，结果半车西瓜被震烂。”唐

友妹说，要想富，先修路。“这

是我当村秘书时自定的目标。”

可村里修路资金缺口大，又无外

援，几届村干部想修都没有成功，

“亲朋好友都反对。有人说，你

当个村秘书，100 多块钱一个月，

有必要吗？”但她没有放弃。她

主动写报告、争项目，组织老百

姓开会，勘测路基，联系修路

老板。

“当时找村民集资也不容易，

有些人说，马路离他家近些，他

出了没有？”唐友妹说，她一边

做思想工作，一边用些小智谋，

“有时就说，他在意的那个人已

经交了”。通过两个多月的细致

工作，终于收集了所有修路款，

最多一户集资达 1万余元。

几个月后，村里 5.5 公里长

的水泥硬化路顺利完工。

10 多年来，王家冲村共修

水泥硬化路 12 条，总长 15 公

里，机耕路 9 条，全程 8.4 公

里左右。

“ 您 好， 哪 位？”3 月 2 日，

唐友妹接通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的电话后，传来的声音却有些

嘶哑。原来，她当天早上8点多

出门，下午5点多才回家，“上午

开完会后，就去各个组搞卫生了，

同时提醒他们对于疫情不要放

松警惕，要继续做好通风换气，

不要聚众打牌”。

1月23日接到防疫通知后，

唐友妹就立马行动起来。一摸

底，发现村里有 10 多个人是从

武汉回来的。一一登记后，唐友

妹给他们送上了口罩，请他们隔

离在家，还给他们送菜。

同时，唐友妹展开宣传，让

大家尽量宅在家里，如果出门

就一定要戴口罩。可有些村民

认为唐友妹是小题大作，唐友

妹只好苦口婆心相劝：“戴口罩

不仅是为了自己好，也是为了家

人好，更是为了别人好，为国

家做贡献。”后来，那些村民通

过各种新闻报道发现疫情越来

越严峻后，赶忙向唐友妹诚心

道歉。

“他们道歉不道歉，其实不

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健康安

全。”唐友妹说，村里还设了关

卡，通过村村响，天天提醒大家

做好防疫。“尤其是现在，不要

因为复工复产了，就放松警惕。”

同时，唐友妹拿出本子，记录下

村民需要办的事情，帮忙跑腿。

实际上，从她当村秘书时，

就开始给村民当起了“跑腿员”。

“有些人在外地要补办身份证啊，

领取生育保险啊，我去跑；有些

老人需要卖掉家里的土鸡蛋啊，

我去当宣传员；有些老人要补办

银行卡啊，我也去。有些时间不

紧急的事项，我就积累到一定数

目，再一起去帮忙办。”唐友妹说，

积累的本子很多，只是用完了就

丢了，没有统计有多少本。

几届村干部没修成的路，她修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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