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疫”众生 ·外卖员

“您好， 您的商超订单即将送达， 放在大门口的保安亭行
吗？”2月13日，顺丰同城急送长沙市岳麓区站点骑手洪海金将电
瓶车稳稳地停在沁园春·御院小区西出口前坪，从后座的餐箱中
取出货物放在约定地点，随后转身离去。作为居民和商家的连接
点， 洪海金每天骑着自行消毒的电瓶车穿行在岳
麓区的大街小巷。 ■记者 黄亚苹

●时间：2月14日17:27
●地点：湖北武汉万豪酒店
●讲述人：郑能量
●整理：记者 王智芳

傍晚了， 这会儿我们还在酒
店搬物资， 昨天捐赠来的两万箱
牛奶还没搬完。 最近武汉的天气
不错，能看到蓝天白云。美丽的天
空下， 奔波着为武汉努力的外乡
人和自强不息的武汉人。

昨天搬运物资的时候， 我和
志愿者小伙伴们拍了一些视频，
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在对着镜头
笑，真是久违的表情。

今天是我到武汉的第21天。
这21天里， 我见证了这个城市从
重病到治疗到逐渐恢复的过程，

也见到了这里的人们从害怕担忧
到认真对待再到现在， 也能看到
乐观的笑脸了。

不知道是不是阳光的原因，
今天我感觉格外有精神。 记得刚
来的时候， 整个城市氛围更多的
是慌乱和恐惧： 每一位坐在我车
上的医护人员，都面色凝重；每一
条手机收到的求助信息， 背后都
可能是生离死别……而现在，就
拿搬运物资的志愿者来说， 不仅
有我们志愿者车队的人， 还新加
入了一批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的
老师，他们都是“60后”了，依然热
情满满地参加志愿活动。

我想， 人们对疫情的认知在
加深，恐慌也有所缓解，能主动走
出来帮忙，是对生活的信心，是对

我们的激励。我们，都希望尽快恢
复正常生活啊！

消灭疫情显然需要比较长的
过程，我的21天，值得记录的很有
限， 但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变
化。每天都在忙着，我的家乡长沙
现在怎么样了？ 应该也在慢慢恢
复活力吧？坚持下去，相信好消息
会不断传来！

本报2月14日讯 右手中
指和无名指弯曲贴在左手心，
随后双手握拳置于胸前， 在湖
南安邦制药有限公司中药固体
制剂外包车间里， 数名残障员
工用自己的“语言”，为武汉加
油。四周堆积成小山、即将送往
一线的银黄清肺胶囊， 则是他
们有力加油最好的注脚。

作为安邦制药的独家新药
和“拳头”产品，银黄清肺胶囊
入选湖南省新冠肺炎中医药诊
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为了能
支援一线抗疫工作， 从2月5日
开始， 安邦制药积极投入复工
复产，加急生产银黄清肺胶囊。

他们用手语为武汉加油

装复合袋、封口、装小盒、
热缩、打包，员工们动作娴熟快
速，只有“沙沙”的摩擦声在车
间里回荡……14日，记者探访
安邦制药的中药固体制剂外包
车间， 看到了上述井然有序的
场景。

39岁的蒋杰是江苏宿迁
人，2003年毕业后来到湖南安
邦制药有限公司工作， 一做就
是17年，目前担任中药固体制
剂外包班长。 腿脚不太利索的
蒋杰用自学的手语和纸条，建
起了与听障员工沟通的桥梁，
并备受信任。此次采访，也是他
担任了记者的手语翻译。

蒋杰介绍， 车间外包团队
已有24名员工第一时间返回
岗位，其中12名是听障员工，其
他人也有些许身体缺陷，“我们
都是一门心思想快点包、 早出
货！为‘抗疫’出一份力。”

虽不能言语，39岁的曾丽
娟用行动践行着简单的心愿。2
月1日， 接到提前复工通知，曾
丽娟没多想就决定回来赶工。
没有便捷的公共交通工具，她
就请朋友送自己过来； 以往每

天7点40分上班， 一天能包装
13件（每件300盒），她现在就
提前到6点开工， 加快速度，一
天能包装15件。问及原因，她打
着手语向记者表示，“我想为武
汉加油、为中国加油。”

加班加点，保质保量生产

跟曾丽娟一样， 中药固体
制剂外包车间所有员工都调整
为“武汉加油模式”：提早上班
时间， 推迟下班时间， 手脚加
快，提升效率，24个人连续9天
加班加点，完成了1800件药品
的包装。这个暖心的外包车间，
是安邦制药保质保量抓生产、
保障防疫药品供应的缩影。

据悉， 安邦制药系医药行
业里规模最大的福利企业。该
公司总经理徐建成介绍， 公司
共有员工700多名， 残障人士
占了35%左右，“我们并没有单
独为他们设置车间， 而是采取
融合就业模式，从研发、管理到
销售 ，都有他们的身影。”

徐建成告诉记者， 在防疫
物资以及措施全部到位后，2月
9日，公司不受疫情限制的员工
已经实现全部复工， 目前员工
非常平稳。“我们已接到2000
多件银黄清肺胶囊订单。”徐建
成说， 公司目前每天能生产
200件，满负荷状态能达到300
件，努力满足一线防疫需求。

在采访最后，蒋杰教记者
如何用手语表达“为武汉加
油、为中国加油”：右手中指和
无名指弯曲贴在左手心是“武
汉”， 食指自咽喉向下顺着肩
膀、 胸至后腰划一线是“中
国”，双手握拳置于胸前是“加
油”。化声为形，我们共同期盼
着，来自无声世界的加油呐喊
能够传达、实现。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陈郁琳 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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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治病救人，但想尽所能帮人”
长沙外卖小哥洪海金已连轴工作近一月 每日在岗时间也从8小时延长到10-12小时

●人物简介：

“90后” 长沙小伙郑能量，
2020年1月25日（正月初一）独自
前往武汉做志愿者。2月7日，他的
事迹经三湘都市报新媒体率先报
道后引发社会强烈反响。2月9日，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三湘都
市报为他颁发2万元正能量奖金。

我叫郑能量 ·日记（三） 今天，我看到了武汉人的笑脸

“滴———”“35.9℃， 体温正
常，请进。”早9点，洪海金戴上口
罩和一次性手套进入步步高超
市金星中路店， 体温监测合格
后，他拿起消毒区的专用抹布和
消毒液折回电瓶车旁， 对餐箱、
把手、刹车、座椅等部位消毒。

10分钟后，他点开顺丰同城
急送骑手后台，处理5个待派送订
单。1月18日（农历小年）至今，洪
海金已连轴工作近一个月， 随订
单数量不断增多， 他每日在岗时
间也从8小时延长到10-12小时。

“您就站在那不要动， 我把
商品放在地上， 我走后您再取

货， 回去时也要记得及时洗手，
商品外包装上喷些酒精消消
毒。”来到谋房博客小区外，看到
一路小跑前来取货的顾客，洪海
金及时将她叫住，“现在都提倡
无接触式配送， 送货时保持5米
以上，对我和顾客都负责。”

与部分平台抢单模式不同，
作为一名驻店骑手，他需要配送
以超市为中心3公里范围内所有
订单。“订单那么多， 总要有人
送，城市才能正常运转。”洪海金
介绍，1月25日（农历新年）后，他
日均配送订单从30单飙升至
80-90单。

“武汉封城那天， 订单翻了4
倍。晚上7点多，还有60多个订单
没送完，基本都是肉、蔬菜、粮油
这种生活必需品， 还好店长开车
帮我们一起送， 凌晨才下班。”洪
海金介绍。

5斤猪肉、4提卷芯纸、4听奶
粉……订购的商品五花八门，也
反映出长沙家庭的生存需求，这
其中， 有小区隔离无法出门的青
年夫妻， 有焦急寻找婴儿奶粉的
新手妈妈， 还有刚学会用小程序
下单购物的60后。

“大年初二那天，一位中央美郡
的顾客打来电话，她哭着告诉我，小
区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采取封闭
式管理措施， 已经饿了一天没吃东
西。”听到电话那头的哭声，洪海金
从超市赶到小区，只花了5分钟。

“我不会治病救人， 但想尽我
所能帮助长沙人。每成功送出一个
订单，就减少一个家庭出门被感染
的风险。” 洪海金边说边调整着口
罩位置，提起电瓶车支撑架，右手
拧紧握把，混入早高峰的车流中。

【现场】 送货时自觉与顾客距离5米

【心声】 每送一单， 就减少
一个家庭出门被感染的风险

制药公司残障员工加班生产防疫药品

他们用手语为武汉加油

复工复产

湖南安邦制药有限公司员工在进行药品包装， 大家一门心思
想快点包、早出货，为“抗疫”出一份力。 通讯员 供图

2月13日早8点，洪海金拿着专用抹布和消毒液，给餐箱
和电瓶车把手、坐凳等区域消毒（左）；洪海金正在送单（右）。

记者 黄亚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