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载誉归来的王丽萍。
② 王丽萍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③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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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蒋军君

9 月 8 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党和国家以最高礼
仪礼遇， 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先进集体进行表彰。 湖南省新田县
龙泉卫生院防疫专干王丽萍， 荣获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9
月 9 日，王丽萍从北京载誉归来，受到了
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

“我作为一名基层防疫人员，能参加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的表彰大会， 说明党
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平凡人， 这份
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从北京刚回来，王
丽萍下午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说起参
加表彰大会 ，王丽萍心潮澎湃，她用 “无
比兴奋”“无比激动” 形容自己走进人民
大会堂时的感受， 她不仅为这份国家给
予的荣誉感到骄傲， 更为自己身为基层
防疫人员备感自豪。

今年 36 岁的王丽萍，2004 年从卫校
毕业后一直在基层从事护理和防疫工
作。 从医 15 年，她始终坚守在平凡岗位
上，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 今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农历大年初三，怀
有身孕的王丽萍从老家江华赶回新田投
入抗疫一线， 对辖区 4 万多名湖北返湘
人员进行摸底排查、监测。

危难关头挺身而出， 是因为平时就
始终如一。 “她是个责任心极强的女孩，
工作不完成誓不罢休。 ”龙泉镇卫生院
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李华梅说 ，对王丽
萍获得如此高的荣誉 ，她觉得是情理
之中的事 ，这是对她平时努力工作最
好的褒奖 。

作为卫生院防疫专干， 王丽萍始终
心系儿童身体健康， 对来接种的每名儿
童，都耐心细致热情地服务。 在龙泉镇卫
生院工作 6 年来， 她走遍了辖区的村庄
社区，预防接种没有出现一例差错。 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除了每天汇总上报
各类报表外， 她还排查信息 1177 条，到
社区入户监测体温 160 人次， 上门宣传
发放宣传资料数万份。 其间，重点对象排
查未漏掉一人。 至今，辖区内没有出现新

冠肺炎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
在表彰大会上，伴随着雄壮的《向祖

国英雄致敬》的乐曲声，习近平总书记向
“共和国勋章 ” 获得者钟南山，“人民英
雄”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 张定
宇、陈薇颁授勋章奖章，全场响起热烈的
掌声。那一刻，王丽萍热泪盈眶。 “当时我
就在想， 他们年纪这么大了还在竭尽全
力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贡献。 作为青年
一代，我更应该不断努力学习，提升自己

的业务水平，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 广大医

务人员是最美的天使， 是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 他们的名字和功绩， 国家不会忘
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这
些话语， 让王丽萍更加坚定了自己前行
的方向。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不忘医
者仁心，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宣传和
发扬抗疫精神， 为新时代的基层医疗卫
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

本报讯（通讯员 肖亚湘 肖米
金 ）今年 4 月以来 ，新田县交管大
队协同交通、城管、住建等部门，坚
持“抓住重点隐患、盯住重点企业、
管控重点人员 ”等工作思路 ，在全
县开展工程运输车交通违法行为
集中整治行动，维护人民群众交通
出行安全。

县交警大队每月定期出警，针
对工程运输车交通违法行为夜间
多发的特点，加大在重点时段检查
与动态巡查的力度，对工程运输车
超载超速 、逆行 、闯红灯 、闯限行 、
非法改装等突出交通 “顽瘴痼疾”
进行集中整治，并在媒体上对违法

车辆及其所属企业进行实时曝光。
同时，利用电子卡口、视频监控、移
动抓拍、缉查布控等科技装备和手
段，从严查处工程运输车违法驾驶
行为，消除安全隐患。 在严格执法
基础上， 县交管大队还协同交通、
城管 、住建等部门 ，对辖区从事渣
土、砂石、水泥运输的企业、车辆以
及驾驶人进行排查摸底，对存在加
长、加宽、加高货厢栏板、非法改装
等违法情形的车辆，一律不予核发
检验合格标志，并督促其落实整改
措施。 对建筑渣土及各类工程材料
运输的施工地点 、处置地点 、运输
线路实施多方位管控，督促施工单

位加强建筑工地源头监管，在工程
运输车驶出建筑工地前，对车辆的
处置许可、车容车况、密闭措施、装
载情况等进行严格检查。 定期组织
人员对运输企业法定代表人 、安管
人员 、驾驶人进行警示约谈 ，消除
安全隐患，防范交通事故。

截至目前 ， 全县共出动警力
2670 人次，开展联合执法 60 次，开
展集中统一行动 48 次，排查运输企
业 22 个， 排查工程运输车 468 辆，
排查工程运输车驾驶人 468 人 ，
查 获 工 程 运 输 车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139 起 ， 发送宣传提示短信 8000
余条 。

本报讯（通讯员 贾章雄 向平）
金秋 9 月，秋高气爽。 江华瑶族自治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芳勇
从江华风风火火赶到省城长沙 ，只
为挽救一名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在湘雅医院， 李芳勇躺在造血
干细胞移植区的病床上， 经过 5 个
小时的采集， 共捐献出 170 多毫升
造血干细胞， 为一位白血病患者带
去了第二次生命。

“我的造血干细胞能够让他人
恢复健康，获得重生的机会，是多么
让人欣慰的一件事啊！ ” 对于这次
捐献，李芳勇感到很自豪。

2013 年 5 月， 李芳勇在一次无
偿献血活动中得知， 捐献造血干细
胞能够拯救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当
时就决定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

今年 2 月， 李芳勇接到省红十
字会的电话，说他的 HLA 分型资料
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 李芳
勇当即回复同意捐献。 接下来的一
段时间，他认真为捐献作准备，坚持
锻炼身体，调理饮食，让身体保持最
佳状态。 其间，他经过了高分检测和
捐献前体检，符合捐献的全部条件。
9 月 2 日， 李芳勇来到湘雅医院，顺
利完成了捐献。

李芳勇说， 家人对他的捐献行
为也很支持， 父母理解他的选择 ，
作为教师的妻子也为他的善举感
到 骄 傲 ，10 岁 的 女 儿 得 知 后 ，表
示要以爸爸为榜样 ， 学习爸爸的
奉献精神 。

“勇哥做人做事都值得我们学
习，他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他来说都
是情理之中的事， 他就是这么一个
有爱心、喜欢帮助有困难者的人。 ”
同事汪长军得知李芳勇捐献造血干
细胞一事后并不感到意外。

李芳勇从警 11 年来一直奋战
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 在同事眼
中 ，他为人热情和善 ，乐于助人 ，亲
切地称他为“勇哥”。 工作中，他是江
华公安的刑侦尖兵、破案能手，曾多
次立功受奖。 人如其名，勇于担当、
乐于奉献的李芳勇，总是传递芳香，
给人以美好。 “为生命接力，我无怨
无悔。 ”他说。

“抗疫英雄”王丽萍载誉归来

牢记嘱托，继续在平凡岗位绽放精彩

新田集中整治工程运输车交通违法行为

查获交通违法行为 139起

接受检查的李芳勇。

热血献大爱 为生命接力
刑警李芳勇为白血病患者捐献造
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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