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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王国生书记调研座谈讲话精神·战“疫”

集团隆重举行战
“疫”报道座谈会
本 报 讯 鲜 花 赠 英 雄 ，掌 声 庆 凯
旋。4 月 14 日，集团隆重举行战“疫”报
道座谈会，迎接集团武汉前方报道组
凯旋。集团领导董林、张光辉、刘雅
鸣、朱永飞、高金光、石晓林、孙德中、
魏剑、张学文、王珂、韩嘉俊、孟磊等参
加座谈会。
座谈会开始前，集团领导向前线
报道组杨晓东、李凤虎、刘晓波、王铮、
李岩、杨远高、王富晓、侯建勋、费琦、
吉小平、刘栋杰、李强 12 名勇士送上鲜
花。随后，这些最美逆行者与后方青
年采编人员代表共享战“疫”故事，共
话使命担当。
“把恐惧变成勇敢是人生中光彩
的一面，”河南日报杨晓东对医疗队员
这句话记忆犹新；
“面对生死抉择也要
冲在最前方”，河南日报李凤虎说，40
天抗“疫”一线的感动让他流的泪比过
去十年总和还多；河南日报刘晓波说，
“再难也要把医护人员的感人故事传
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河南报业人勇
而出。要自觉践行“四力”，紧扣时代
播出去”；河南日报王铮说，
“用摄影的
做
“逆行者”
，
用行动和文字传达意志、
命题，不断提高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生
力量讴歌英雄，此生难忘”；河南法制
传导温度、
传递信心，
在大事面前再一
命力。要传承发扬集团薪火相传的好
报王富晓说，
“很多照片都是流着泪拍
传统，在追求卓越、勇立潮头中向着
出来的”；大河报李岩说，
“ 使命所致， 次充分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
当。
“两个现代”
奋楫前行。
责无旁贷”；河南商报侯建勋说，
“在一
董林社长表示，
要牢记这段历史，
座谈会结束，
集团领导和前线报
线就要想尽办法去报道、去现场”……
大力弘扬战
“疫”
精神，
传承发扬集团
道组的勇士还共同在河南日报抗击新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刚开始发
冠肺炎报道集《战“疫”长歌》上签名留
酵之际，集团党委会、编委会当即启动 “忠诚、奋斗、创新、争先”的价值观，砥
砺初心使命，
进一步强化对党绝对忠
念，并永久收藏河南日报报史馆。
应急响应机制，成为全国省级党报中
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发扬斗
又讯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
最早关注疫情的新闻媒体之一。疫情
争精神，厚植奋斗基因，让担当者脱颖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来感谢信，对

集团捐赠的《战“疫”长歌》高度赞扬并
表示感谢。
《战“疫”长歌》集纳了河南
日报战“疫”期间的 700 多个版面、1500
多篇稿件、200 多幅照片，具有较高的
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目前，
《战“疫”
长歌》已被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档
案馆、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等多家
机松作为历史文献永久收藏。
陈小平 庞原洲 /文
王亚鸽 崔超/图

一线手记

那个温暖的雨夜

河
◆南日报

在武汉的 58 天里，我记
录了很多暖心的故事，其中
那个温暖的雨夜让我记忆犹
新——
我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驻地宾馆与武汉市汉阳
区七里庙消防救援站仅一墙
之隔。救援站里有很多河南
人，得知家乡的医疗队就住
在隔壁，他们在武汉物资急
缺的情况下为老乡买来了鸭
脖子等小吃，本想趁着天黑
悄悄送到门口，不料被外出
回来的医护人员发现。一名
医护人员向消防战士发出了
拉歌的邀请，随后令人感动
的一幕就出现了：我还清楚
地记得，那天晚上下着蒙蒙
细雨，医护人员站在宾馆楼
下，消防战士们站在救援站
楼顶，他们在雨中纷纷挥舞
着手机的闪光灯，共同唱起
了《我和我的祖国》，听到歌
声，楼上的医护人员纷纷下楼加入了对唱队
伍中，整个拉歌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不少人
拿着手机记录下了这感动的一刻。
雨中拉歌后，消防战士还趁着晚上休息
的时间，给医护人员包了 1500 个饺子。吃
到饺子那一刻，不少医护人员热泪盈眶，吃
到了家乡的味道。
为了记录下医护人员与消防战士互致
信心和勇气的温馨时刻，我不仅刊发了文字
报道《白衣天使与浴火英雄的“隔墙互动”
》，
还制作了《消防战士和白衣天使大型拉歌现
场》
《隔壁“蓝朋友”给白衣天使包饺子吃》两
个短视频，其中包饺子的短视频在河南日报
快手抖音号播放量超过 7 万人次，赢得了
5500 人点赞。报道发出后，不少网友跟帖点
赞，湖北卫视还专门制作了一期节目跟进报
道。
每个人对于生命都有不同的理解，能在
大时代里有所作为、留下印记，就是生命中
最美好的修行。

一名纪检干部跨越三大洲的口罩采购
◆驻集团纪检监察组 郭跃华

刘晓波

2 月中旬，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
时候，
1 万只口罩辗转跨越三大洲两
大洋 2 万多公里，
从海外寄往河南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的邓州市，缓解了
当地疫情防控物质短缺的燃眉之
急。投递人王俊杰的幕后故事也浮
出水面。
王俊杰是省纪委监委驻集团纪
检监察组副组长，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
防控一直牵挂着他的心。
“全国人民都在战‘疫’，得想法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2 月 8 日，王
俊杰刚说出自己的想法，立即得到
爱人响应，两口子一拍即合，决定马
上行动。

战“疫”最吃劲的时候，口罩成
为最紧缺的战略物资。想到亲戚在
西班牙，王俊杰立即与其联系，表达
了采购口罩捐助国内的想法。亲戚
是华人商会会长，很快便购买到价
值 40 万元的 2 万只 PFF2 口罩。
虽然顺利买到口罩，但疫情当
前，物流运输直飞航班受限，如何运
到国内成了更大的难题。王俊杰和
亲戚多次商量后，决定绕道而行，先
把口罩运到巴西，然后从巴西运到
我国广东省。空运总航程超过 2 万
公里，路线虽然可行，但过程并非一
帆风顺，受到清关等因素影响，这批
口罩在路上一共折腾了两个多星
期，并被截留一半，
只余 1 万只。
货物在广东落地，王俊杰夫妇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但捐到哪里？
又是一道难题。
“捐就捐到疫情防控最需要的
地方”。有了方向，王俊杰便通过省
纪委监委驻卫计委纪检监察组和驻
民政厅纪检监察组，与河南省慈善
总会对接。在工作人员建议下，他
们决定把口罩捐给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的邓州市。
3 月 25 日，收到邓州市发来的
感谢信，同事们才得知此事，纷纷给
王俊杰竖起大拇指，王俊杰说：
“也
没有什么，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转
干部和纪检监察干部，做点儿力所
能及的事情，对得起曾经的军装，也
让自己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忠诚干
净担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武汉的 58 天，难忘的 1392 小时
◆河南商报

侯建勋

从抵达到离开，在武汉待了 58
天，而这也将是我记者生涯中，最值
得铭记的 1392 个小时。我曾跟随
消杀队体验式采访 5 天，那 5 天，穿
脱防护服和吃鼻涕的经历让我十分
难忘。
河南援助武汉的 15 支医疗队
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不接
触病人，每天背着近 20 公斤重的消
毒设备，穿着厚重而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喷洒着刺鼻难闻的消毒液，游
走在确诊患者家中、方舱医院内和
隔离病区。
3 月 9 日 9 时，一阵急促的电话
铃声响起。
“我们是硚口区江山如画小区
的，这里有一例新冠确诊患者的家
中需要进行全面消毒，希望你们能

来一下。”接完电话，武汉市硚口区
疾控中心将消杀任务安排给了河南
省第十四批支援武汉医疗队。
接到任务，河南省第十四批支
援武汉医疗队队员贾永华来到走
廊，开始配制过氧乙酸消毒液。他
将过氧乙酸仔细地倒进量杯，确定
所需计量后，再倒进静电喷雾机
中。
贾永华和队友姬卫华换好防护
服，背着重达 20 公斤重的静电喷
雾机进入了江山如画小区，22 楼
的业主周先生早已在家楼下等候。
年前，周先生的妻子和岳母就
已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爱人当时还
在隔离治疗，而岳母已去世。
搭乘电梯，来到周先生家后，贾
永华和姬卫华分别拿着静电喷雾机

对地面、墙面、窗帘、窗户、家具进行
喷晒。
不一会儿，满满一桶药水已经
没了大半，完成房内消杀后，他们轻
轻关上门，又对房门，走廊、电梯、楼
梯等公用空间进行喷晒，他们边走
边检查，确保不留一处死角。
因消杀使用的过氧乙酸对眼睛
和呼吸道的刺激非常大，隔着 N95
口罩，吸入过氧乙酸后人会不停流
眼泪流鼻涕，于是，这就让拍摄贾永
华工作的我，一边流眼泪，一边流鼻
涕，又因口罩不能摘下，鼻涕混合着
眼泪都流进了嘴巴。
我将此事当笑话讲给消杀队
员，而早已经习惯这一情况的他们，
自嘲式的安慰我：
“你就当这是自产
自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