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长的14天隔离结束了，这14天让我经历了很多，也感
受了很多。”现在隔离解除了，她特意打来电话、发来微信感
谢医护人员对她们母女的关心照顾，让她在孤苦无依、担心
害怕的时候有了依靠和温暖。

心声

生日许愿

本报2月14日讯 日前，在
长沙市芙蓉区佳里酒店忙碌的
东岸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王义东医
生， 接到了谷女士的电话。 电话
里， 她连声道谢：“谢谢你们的不
离不弃， 谢谢你们无微不至的关
心和照顾， 在我们艰难的日子里
带给我们母女温暖和感动。”

春节前来长需要隔离

谷女士是湖北籍来长务工人
员。据谷女士回忆，春节前，她与
丈夫带着女儿从湖北来到长沙，
随着疫情的发展， 湖北老家回不
去，在这个节骨眼上，丈夫又身患
疾病在外就医， 经济困难的谷女
士只能独自一人带着一岁半的女
儿住到了长沙汽车东站附近的一
家招待所。

恰在此时，街道工作人员排
查发现谷女士是湖北籍来长务
工人员， 需要隔离，“异地他乡，
还要隔离， 这让我们母女怎么
办？”但很快她的忧虑就打消了。
谷女士说，在隔离的这些日子里
面， 她认识了最温暖的人———芙
蓉区东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义
东等医护人员，“他们的暖心帮助
让我们母女在异地他乡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

医生送药还不收费

1月27日，谷女士发现女儿的
手上和脸上长了很多红色的疹
子，一边挠痒，一边哭个不停。隔
离期间，谷女士不能带她外出，看
着女儿痛苦的样子， 她心急如焚
地拨通了王医生的电话。 谷女士
告诉记者， 王医生看了她拍的照
片，半小时后送来了外用药膏，并
叮嘱她药膏的用法和用量， 最后
坚持拒收医药费。

1月30日， 谷女士的老毛病
牙周炎犯了，高烧38.2℃，心里非
常害怕自己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
炎。 王义东得知情况后立即带她
去医院就诊， 跑上跑下， 帮她挂
号、做检查，并为经济困难的她缴
纳了300多元医药费， 做完检查
后又送她回到了招待所。

第二天， 谷女士接到医务人
员的电话， 说她新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是阴性， 发烧是由于牙
周炎细菌感染导致的， 她心里的
石头终于落了地。

此后， 王医生和医护人员每
天都会来到招待所，量体温、问病
情，逗她女儿玩乐，陪她们聊天，
有时还会带点小零食、 小玩具送
给谷女士的女儿。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肖艳梅 谢红波

实施分类管理
定时定点送餐

“第一批湖北籍来湘人员
经过14天医学观察期后， 已全
部回家。现阶段，酒店接待的客
人包括驰援武汉的蓝天救援队
队员、 回长沙复工的湖北籍市
民等。”2月14日，长沙县对疫源
地人员开放定点服务场所———
长沙华天精选松雅湖酒店总经
理李明介绍。

每天上午， 常驻酒店的星
沙医院医护人员上门逐一测量
体温， 实时记录并上报异常情
况，“为了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
和接触， 酒店定时定点为留观
客人送餐。”目前，长沙华天精
选松雅湖酒店已累计接待93位
有湖北旅居史的市民， 已离店
73人。旅客入住前，都要完成个
人信息、行程轨迹、身体情况等
信息登记。

记者从长沙县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获悉，长沙县的
定点酒店目前有6家， 其中有
不少返长复工的湖北籍留观
者。截至2月14日18时，几家定
点酒店累计接待客人已超700
人。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定点
酒店工作组，对各类人员实行
分类管理，比如来长沙复工的
湖北籍人员、支援湖北后返湘
的志愿者、滞留在长沙的湖北
籍旅客、确诊（疑似）病例的密
切接触者等，都有不同的指定
酒店。

此外， 部分滞留在长沙的
湖北籍来湘人员， 经过14天隔
离医学观察后暂不返回湖北
的， 长沙县也为他们找到了几
家愿意让他们入住的酒店，并
协调了优惠价，既有星级酒店，
也有平价酒店，可以自主选择。

酒店防控升级
开启封闭式管理

2月14日，23名援建武汉
火神山医院、 雷神山医院的建
设人员返回长沙， 入住到了长
沙开福区芙蓉北路的一家定点
服务酒店内，进行隔离观察，并
进行了核酸检测。 秀峰街道相
关负责人曾嵘介绍，截至目前，
该定点酒店共接待90人， 已离
店44人（健康）， 转诊2人（确
诊）。加上今天凌晨入住的建设
者， 现在该店内还有44人隔离
观察。

曾嵘告诉记者， 由秀峰街
道办事处组织的疫情防控阻击
战党员突击队从1月29日进驻
该酒店后，49名队员分成前台
服务组、卫生保洁组、疫情防控
组、 后勤保障组等6个小组，一
直在岗为入住人员服务，“定点
服务酒店什么时候撤点， 我们
就什么时候撤离。”

“现在防控等级也提升了，
进行封闭式管理。”曾嵘说，“每
个人都发了温度计， 在自己房
间测体温， 消毒范围也扩大到
了酒店周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湖南安排了100多家针对
疫源地人员的定点接待酒店，为滞留在外无法回家的
湖北籍来湘人员提供帮助。

2月14日，这一举措已运行半个多月，三湘都市报
记者再次回访长沙地区的多家定点酒店，得知不少身
体健康的湖北籍来湘人员已顺利返回湖北。记者从长
沙市卫健委了解到，截至2月13日下午，长沙市对疫源
地人员定点服务场所已累计接待安置993人次。

不过，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部分支援湖北的
志愿者返湘，除了继续为滞留在湘的湖北籍人员提供
服务外，这些酒店又承担起了为来湘复工的湖北籍员
工以及返湘志愿者在隔离期提供服务的重任。

■记者 潘显璇 杨洁规 丁鹏志 黄亚苹

“我会一直记得长沙，有一
群可爱的人默默坚守奉献。虽
然大家都戴着口罩， 看不到真
实面容， 我还是希望能一起合
影留念。”两天前，来自武汉的
61岁刘女士在“天赐园2020抗
疫情沟通群” 发了一段感谢的
话。

2月14日，刘女士告诉三湘
都市报记者， 得知长沙有多家
定点酒店愿意接收湖北籍人
员，2月2日晚上11点，她一家三
口从珠海赶到了长沙，“当时还
以为太晚， 办理入住手续的单
位下班了。” 出乎意外的是，来
到天赐园酒店后入住非常顺
利。 酒店考虑到他们老两口的
年龄， 特地安排了一个窗外环
境好、宽敞的复式套间，吃穿住
用都安排得妥妥的，“到点就有
饭吃，还送上门。”

本报此前曾报道的湖北人
雷莎一家四口，1月30日入住天
赐园酒店后就没有回家， 一家
人均无身体异常状况，“希望武
汉能早点好起来， 我们能早些
回家”。

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党政
综合办副主任王军介绍，截至2
月14日下午3点，跳马镇天赐园
酒店共入住武汉籍及周边地区
来长人员79人，其中6人隔离期
满后离开酒店， 目前入住人员
健康状况正常。 每天有40余名
工作人员保障服务。

浏阳梦莱乡情酒店， 疫情
期间只有3名工作人员。店长张
扬说， 老板主动申请成为湖北
籍来湘人员定点接待点。目前，
酒店共入住8名湖北籍来湘人
员以及6名支援武汉雷神山医
院建设的浏阳籍志愿者，平时由
他们3人负责把饭菜送到房间、
卫生清扫、代购物品等工作。

酒店员工夏巨生说，2月12
日是张扬43岁生日， 他们没有

时间准备生日蛋糕， 便让张扬
对着盒饭许了生日愿望。 张扬
的心愿是“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大家能早日回家！”

2月14日， 除2名隔离期满
自行离开的湖北籍来湘人员
外，其他6名湖北籍来湘人员及
6名返湘志愿者已转移至浏阳
市委党校进行隔离。而张扬和2
名同事将在酒店里自行隔离14
日后再回家。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大妈点赞

“我会一直
记得长沙”

14天隔离的温暖和感动
湖北籍母女：“谢谢你们的不离不弃”

长沙华天精选松雅湖酒店工作人员为客人定时定点送餐（左图）；
该酒店工作人员在为入住的客人免费提供核酸检测服务（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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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客陆续回家，定点酒店再担重任
长沙这些酒店为复工湖北籍人员和返湘志愿者继续提供隔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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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医护人员精心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