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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见习记者 孙娜
2 月 8 日上午， 由长沙市芙蓉区

文明办指导 、 芙蓉区荷花园街道办
事处主办 、 芙蓉区家乡味时尚餐厅
承办的 “舌尖上的温暖·荷花园街道
‘我们的节日·春节’ 暨 ‘亲情季’ 学
雷锋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 在家乡味
时尚餐厅举行。

荷花园街道文明创建专干江素介
绍， 街道、 社区的志愿者对子女在外
“就地过年” 的老人、 生活困难的独
居老人、 “就地过年” 的外来务工人
员、 留守儿童等进行慰问。 希望能给
街道的居民带来家的温暖， 让大家感

受到浓浓的年味。
此次活动中， 书法艺术志愿者在

现场写 “福” 字和春联， 为大家送上
新春的祝福。 随后， 街道、 社区、 家

乡味时尚餐厅志愿者代表分组前往
各社区慰问对象家中送去米、 油、 过
年特色菜及 “福” 字、 春联。 慰问过
程中 ， 志愿者们还对慰问对象进行
微心愿的收集 ， 切实了解居民目前
的生活状况、 关注居民的需求和心
愿 ， 为 有 困 难 的 居 民 排 忧 解 难 ，
让辖区的居民更有获得感 、 安全感
和幸福感。

“伴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 ， 为
防疫贡献 ‘荷花’ 力量， 让辖区居民
安心过年、 快乐过年。 就地不将就，
年味不打折！” 江素说。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
见习记者 梁原 通讯员 张伟

此心安处即吾乡， 就地过年不将
就。 2 月 4 日至 5 日， 长沙市芙蓉区
荷花园街道杨家山社区开展 “汇聚
‘益+’ 合力 节前走访暖心更贴心”
春节慰问活动， 了解就地过年人群的
生活、 工作近况， 并向他们致以新春
问候和美好祝愿。

家在远方， 情在身旁。 杨家山社
区设立暖民稳岗服务站， 还建立了微
信群， 切实帮助辖区内留长务工人员
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此外， 为了让他们
都能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度过一个温
馨、 愉快的春节， 杨家山社区通过走
访送去米、 油及对联等慰问物资， 年
关时节为他们带去阵阵暖意， 把党和

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居住在宝庆金都小区的沈海滨在

小区内经营着一家东北饺子馆， 他原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
的原因， 他选择留在长沙过年。 “虽
然我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 但社区并

没有把我当外人， 经常关心我们， 在这里
生活很开心， 我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收
到慰问品的沈海滨高兴地说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社区工作人
员介绍， 对于子女不能回家的高龄老
人， 社区将每个小区做了网格化的管
控划分， 确保每户老人家里都备有社
区人员的联系方式。

杨家山社区党委书记肖萍表示：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 过年
回家是每个 ‘打工人’ 心中挥之不去
的 ‘归乡情节’，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
动， 让外来务工人员身在异地也感受
到家的温暖， 也希望让辖区企业及社
会组织共同参与暖心行动， 帮扶解决
务工家庭实际困难， 让每位生活在社
区的居民都能有幸福感。”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
见习记者 梁原 通讯员 谢思

欢欢喜喜齐相聚， 热热闹闹过
小年。 2 月 5 日是南方小年， 这一
天，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山塘
社区环山路的居民们自发组织举
办了一场篝火晚会 ， 邀 请 就 地
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共度热闹、
温馨的小年夜。

白塘子组居民组 长 樊 建 如
独唱的歌曲 《青藏高原 》 拉开
了活动的帷幕， 嘹亮的歌声热情
洋溢， 点燃全场气氛 。 随后， 春
园小区广场舞队围着篝火跳起欢
快的舞蹈。 随着气氛渐渐热烈，
居民们也踩着舞步加入到阵型
中， 现场欢歌笑语 ， 其乐融融 ，
火红的焰苗映衬着张张笑脸。

为这次篝火晚会提供场地的
女主人胡大姐说： “外出务工的
很多乡亲没回家， 在这里务工的
工人们也有不少人没回去， 有的
人家里就只剩两个老人留守， 看
着怪心疼的， 我就想大家热热闹
闹地过个小年！”

这场篝火晚会不仅为新年营
造了喜庆祥和的氛围， 也为就地
过年的务工人员带来了温暖。 一
个个精彩的节目， 一声声真挚的
祝福， 一句句关怀的问候……希
望新年的日子像熊熊 的 篝 火 越
烧越旺 ， 就是居民们最朴实的
愿望。

走访慰问留长务工人员，暖心更贴心

金鼠辞旧岁， 福牛报春时。 新春佳节是中国人民阖家团圆的日子， 但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回到家
中与亲人团聚。 小家之上有大家， 针对辖区内就地过年人群， 街道、 社区察实情、 问寒暖， 送去关心关怀， 致以新
春美好祝福。 严冬送暖， 岁寒情深， 希望所有人都能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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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不将就， 年味不打折荷花园街道

杨家山社区 山塘
社区

活动现场， 小小志愿者正在写春联。

杨家山社区党委书记肖萍为留长务工人员送上
慰问品。

2020 年是特殊而不平凡的一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所
有人的步伐。 我们目睹了疫情肆虐、
病毒横行， 也见证了众志成城、 生命
至上， 我们从未退缩， 勇于攀登、 迎
难而上， 每一份努力、 每一次挑战、
每一次奇迹的创造 ， 那些鲜活的画
面， 伴我们温暖前行。 为了你、 我、
他的健康 ， 2021 我们将乘风破浪 、
筑梦前行， 用高超精湛的技术书写精
彩人生， 舞动人生， 畅享呼吸。

2020 新年伊始 ， 新冠肺炎疫情
来势汹汹， 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
候， 我们呼吸重症人挺身而出， 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 RICU 共有 15 名医

护人员递交请战书， 4 名医护人员义
无反顾奔赴黄冈一线、 2 名呼吸重症
专家奔波于全省各地州市， 其他人员
也坚守在医院的抗疫前线 。 湖北战
场， 李建民主任作为支援黄冈医疗队
救治专家， 承载着省委省政府、 省卫
健委、 医院、 科室的嘱托， 他舍小家
为大家， 与我省 600 多名援鄂队员，
扎根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和黄冈
下属 4 个区、 县、 市医院， 在湖南省
支援黄冈医疗队前方指挥部的领导
下， 迅速组建湖南重症医学科， 开通
黄冈-湖南远程会诊， 组建多学科团
队开展 MDT 诊疗， 集中救治新冠肺
炎危重患者， 战疫 48 天， 为黄冈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作出了重要贡献。 湖
南战场， 曹君、 杨欢副主任医师分别
驻守衡阳和永州抗疫近一月。 他们用
专业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心， 与时间
赛跑、 与病魔较量， 交出了零失误、
零感染、 零事故的抗疫答卷。

因为年初疫情影响， 科室许多工

作难以正常开展， 但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RICU的所有医护人员一直坚守在
危重症救治岗位， 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战
斗， 我们绝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因为生命不可重复！ 我们拯救的不只
是一个生命， 更可能是一个家庭， 一
个希望！ 通过努力拼搏， 我们极大地
缓解了门急诊及兄弟相关科室的压
力， 成功救治了许多危重症患者。

2020 年我们同心协力 ， 风雨兼
程 ， 攻坚克难 ， 2021 年 ， 新时代 、
新征程、 新使命， 我们将不忘初心，
乘风破浪、 筑梦前行。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 RICU： 谢燕芝 李建群 袁澜）

乘风破浪， 筑梦前行———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RICU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RICU 合影。

篝火旺年夜
邻里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