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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前线需要她

□本报记者 王平

“郑院长，省里还派不派医疗队
了？我要报名！”1月 29日，记者在郑
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采访该院院长
郑鹏远时，他的手机铃声不时响起。

“尽管医疗队已经到达武汉开展工作
了，但是很多自愿报名没有被选上的
医生、护士仍然不甘心，不断打听是
否组建新的援鄂医疗队，争取去救援
前线。”大家踊跃报名的劲头，令这位
出身临床一线的院长颇为感慨。

连日来，记者走进多家医院采访
时，这样的事例早已不是个案。前
线，我省首批支援湖北应对疫情医疗
队 137 名队员紧张有序投入疫情防
控战斗；后方，广大医护人员热情高

涨，随时待命。“我报名，我愿意”，简
单、纯粹、毫不犹豫的快速回应填满
了每家医院的微信工作群；一份份

“请战书”接连递交到医院领导的办
公室……热情、踊跃、感动、坚守，无
处不在。

1月 27日早晨 7点 30分，华中阜
外医院病区示教室已站满了人，一群

“白衣天使”纷纷在“请战书”上按下
红手印。“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请
求到最需要的湖北省抗疫一线援助
工作。”现场，该院副院长高传玉带领
心内科、心外科、CCU等科室百余名
医护人员庄严宣誓，主动请缨。今年
已经 75岁高龄的心外科主任医师崔
始远教授也毅然表示要加入抗击疫
情的队伍。老人说：“我长期坚持运

动，身体没任何问题。疫情面前，医
生不分年龄，能作贡献就该挺身而
出。”

就在同一天，当河南省人民医院
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护士长支慧在
微信群里发出“征召令”后，数百条请
战信息接连而来。“我是男护士，体力
上会比女同志更有优势”“我没结婚，
没孩子，没有家庭负担”……护士们
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加入疫情救
援，令支慧这位在 2008 年主动请缨
并参加汶川地震救援的护理工作者
感触颇深。在大灾大难面前，每一个
医护人员都毫不畏惧，争当“逆行
者”。

1月 28日，河南省肿瘤医院发出
驰援湖北防控前线的倡议书后，短短

4个小时，近千名医护人员主动报名，
超过全院医护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发
热门诊，几名 90 后护士刚向医院递
交了“请战书”，转身便剪掉长发、推
迟婚期。平时爱美、爱撒娇的她们在
这一刻，以干净利索的状态义无反顾
坚守工作岗位，随时待命。

疫情就是命令，疫情防控就是战
斗。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彰显出广
大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责任与担当；
关键时刻，没有人比他们更能体会到
抢救生命需要争分夺秒。致敬这些
最美“逆行者”，致敬这群疫情防控主
战场的生力军！我们坚信，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定能打赢。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 月 28日
下午，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防
控疫情维护稳定视频会议，就全省公
安机关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维护稳
定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舒庆主持
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全省各级公安
机关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实行战时工
作机制，积极配合卫生健康等部门，
狠抓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落实。强
化内部安全防护措施，为一线民警配

齐配全必要的防护装备，配发防疫手
册，提高民警防疫意识、增强防护能
力；强化应急处置准备，做好坚持较
长时间战时勤务的准备；强化整体合
力，落实一把手责任，加强组织领
导，加强专班工作，全面落实联防联
控措施。

舒庆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打防
管控多策并举，严厉打击疫情期间各
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加强社会
面整体防控，切实提高见警率、增强震
慑力。③6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月 29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
我省日前印发了《关于全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系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精
神，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大型人才招
聘活动，审慎解除人事劳动合同，抗
疫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的直接
认定为工伤。

根据《通知》，我省暂停各类大型
招聘、跨地区劳务协作、集中培训活
动。暂停农民工返乡就业“春风行动”
线下大型招聘活动，“家访”的内容突
出全面掌握春节期间返乡农民工底
数，尤其是摸清从湖北地区、武汉市区
返乡人员的底数。

《通知》要求，在疫情防控和救
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
履行工作职责感染的，一旦确认病
情直接认定为工伤，及时落实工伤
保险待遇。

对受疫情防控工作影响导致不

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
当支付职工的工作报酬，劳动合同不
能解除，到期的应当续延。对于因疫
情未及时返回工作岗位的职工，企业
可以优先考虑安排职工年休假，职工
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
相同的工资收入。对于超过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未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
工，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
准 不 得 低 于 当 地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80%。

受疫情防控工作影响的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案件，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
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
间继续计算。

落实疫情防控一级响应要求，各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工作“日报告”“零报告”制
度，每日按要求报送返乡农民工人员
和工伤认定人员情况。同时，要通过
鼓励就地就近就业、加大网上招聘力
度等，引导农民工节后有序就业，确保
就业局势稳定。③6

□本报记者 赵振杰

1 月 29日，大年初五。返城小高
峰在即，集中采买的市民群体可能进
一步增大。那么，市民最关心的蔬菜、
果品、口罩、消毒水、抗病毒药品供应
如何？

当天，记者跟随河南省商务厅相
关负责人一行，深入万邦农产品物流
城、郑州丹尼斯超市、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等，实地探访市场保供情况发
现：无论大型批发市场还是小超市，
蔬菜、果品供应都不是问题，不过方
便面、挂面暂时紧缺，而口罩、消毒水
比较难买到。

受疫情影响，当天路上行人并不
多。进入万邦农产品物流城时，防疫
人员对来往车辆、人员进行认真消毒、
检测、排查。

据万邦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市场内蔬菜、果品、生鲜以及其他生
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将持续为郑州
乃 至 全 国 提 供 各 种 生 鲜 果 蔬 等 货
品。

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记者了
解到，尽管口罩等物品紧缺，但目前各
类抗病毒药品库存充足，不少商家正
在排队进货。

在郑州丹尼斯 6 天地超市，果蔬
肉蛋还算充足，许多菜品价格与节前
相比仅略有微升，政府投放蔬菜、肉类
价格则低于市场价，但挂面、方便面、
消毒水等非常紧缺。

丹尼斯超市一位负责人表示，
挂面、方便面缺货的问题公司已采
取针对措施，明后两天就会陆续到
货上架。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用品，
目前各供应渠道都比较紧缺，会持
续加大订单量，争取能够缓解这一
问题。③9

疫情面前，他们争当“逆行者”

严打疫情期间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

果蔬供应有保障 防疫用品仍紧俏

我省暂停大型招聘活动
抗疫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的直接认定为工伤

□本报记者 龚砚庆 胡舒彤 张笑闻

“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不敢想……”手机那边的李荟

苹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说了一句话，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1月 28日，在河南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影像中心的办公室里，朱鸷翔通
过手机跟赴武汉前线抗击疫情的妻
子李荟苹视频通话。

李荟苹是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的一名大夫。1月 25日，大
年初一，李荟苹接到单位通知，征集医
护人员赴武汉支援，李荟苹主动请缨。

作为丈夫，朱鸷翔担心妻子的安
全；作为一名医生，他深知此刻武汉
才是主战场，前线需要他们！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刚刚一岁，尚未
断奶。李荟苹“出征”后，照顾孩子的任
务就落到了朱鸷翔和家里老人的肩上。

1月 28 日晚上是李荟苹入驻武
汉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第一个夜班。

“平时在门诊什么流感病毒你没
见过啊，你早已百毒不侵了。”朱鸷
翔笑着安慰妻子。刚才还情绪沮丧
的妻子被丈夫的这句话逗乐了。

朱鸷翔告诉记者，同为医务工作
人员，他也做好了随时去前线支援的
准备。“家里老人们也很支持我们。
大局为重，等孩子长大了会理解我们
的。”朱鸷翔平静地说。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此次赴
武汉的医务人员共有 26名。大年初
二，他们放弃陪伴孩子和父母，背上
行囊，出征武汉。

“医院是他们的坚强后盾。我们
建立了上下联通机制，成立了领导小
组，全力保障前线需求；建立信息联
系渠道，时刻了解前线工作情况；成
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对医疗队队员
家属进行一对一服务。”河南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院长张双林说，前线的白
衣战士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

据了解，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第二批赴武汉救援的筹备工作
已全部展开，药品、口罩、人员很快
到 位 ，一 支 召 之 即
来、来之能战的
医 疗 救 援 队
随 时 准 备
出 征 。
③8

□本报记者 王平

作为我省首批援鄂医疗队选派单
位之一，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共选
派 28名医护人员参加本次医疗救援
任务，其中包括9名医生、19名护士。
他们都是来自呼吸、重症医学、感染控
制、感染性疾病等多个专业的中坚力
量，全是自愿报名。值得一提的是，这
支队伍中的 12名党员医护人员还同
时组建了临时党支部。1月 28日下
午，记者见到郑大二附院院长刘建波
时，他很为这个“大家庭”感到骄傲。

为了让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安心参与救援任务，该院积极安排部
署，做好充分的后勤准备：核对队员
家庭住址及家属联系电话、建立微信
工作群每日通报武汉救治情况和队
员身体状况、及时与队员所在临床科
室保持信息互通……

“这几天仍然不断有医护人员打
听，是否还会成立赴武汉的救援医疗
队，很想到前线去出点力。”刘建波说，医
院正在启动预备方案，同时也会尽快为
前方医疗队队员提供心理疏导服务，缓
解他们容易出现的紧张情绪和心理压

力。
该 院

重 症 医 学
科 护 士 翟 巧
洁，原本期待能
和丈夫孟刘号到武
汉“并肩作战”，但医院
考虑她还在哺乳期，儿子
仅7个月大，最终拒绝了她的
报名申请。

在武汉的这两天，孟刘号每天晚
上都会和妻子视频通话，看到儿子
健康可爱，他特别安心。“他这次和
同事们带去的是我们科里的特色技
术——鼻肠管营养支持技术，将为
高龄重症患者提供更好的帮助；还
有科里最擅长的 ECMO 技术，这将
成为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重症患者的利器。”翟巧洁说，“我想
告诉丈夫，家里一切都好，你就放心
吧，在外照顾好自己，我们是你坚强
的后盾。”③8

右上图：我省后方医务人员为援
鄂医疗队员加油。 来源：河南大学
微信公众号

□本报记者
曹萍

1 月 28 日，在郑州
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预检
分诊、发热门诊、普通门

诊和病房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平静而忙碌。
呼吸内科主任李宏云忙了半天

终于有空坐下来。他赶紧掏出手
机，看看有没有医疗队员在武汉的
消息。1月 26日，郑大五附院 28名
队员随我省援鄂医疗队抵达湖北，
投入了抗疫战斗，现在他们是该院
2000多名职工心底最深的牵挂。

疫情就是命令，1月25日晚上接
到驰援武汉的指令后，全院都忙碌了
起来。医务人员争先恐后报名，很快
就完成组队；后勤管理科第一时间为
每位队员准备了大容量行李箱。但
是，队员们只在箱子里装了最简单的
个人用品，腾出更多空间，塞满了口

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医疗物资。
“他们上了‘前线’，我们在后方

更要把工作做好、坚守阵地。我们
都做好了到武汉与他们并肩作战的
准备。”李宏云说，他所在的呼吸内
科这次抽调的人最多。现在全院所
有人员都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加班
加点，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加班加点的还有队员们的家
属，他们承担了更多家里的重担。
医疗队队员王丹是医院的主管护
师，这次也请缨随队“出征”。“开始
当然是不想让她去，担心她的安全，
但想到总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就
尊重她的选择。”王丹的爱人张峰
说。上小学的孩子知道妈妈要到武
汉去，不停地叮嘱她注意身体。

28名队员在前线“冲锋”，他们
的身后是同事和家人的坚定支持，
是全省亿万人民的深情牵挂。

李宏云他们坚守后方，等待战
士们凯旋。③8

坚守与期盼

家人是最坚强后盾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永乐 本报通讯员 段桂洪

“因为武汉需要我，我们原定的
婚期要往后推了，所以，对不起我的
宝贝，我只有推迟把你娶回家了，放
心吧，等疫情过后我们就结婚。”1月
28日零时 39分，结束抵达武汉首日
紧张的培训、演练后，河南援鄂医疗
队队员、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
诊科护士邢德盛才挤出时间在朋友
圈“隔空告白”未婚妻王茜雅。

1月 25日，大年初一中午，邢德
盛得知医院要组建驰援武汉医疗
队，有着多年急救、防护经验的他第
一时间报了名。当天深夜，医院发
来通知，询问他是否能“立刻走”，他
马上回复“我可以”。

“我可以”三个字斩钉截铁，而这
坚如磐石的三个字背后也藏着不舍

和爱恋。邢
德盛和同在

医院泌尿
外 科
上 班

的护士王茜雅已相恋三年，商议好2
月底举办婚礼，一切都已准备妥当。

当接到驰援电话的时候，邢德
盛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未婚妻。王茜
雅轻轻说了声：“我同意。”回过神
来，不舍和心疼让王茜雅忍不住掉
下了眼泪。这对要分别的恋人紧紧
拥抱着。“放心，我会好好回来的。”
邢德盛反复安慰着爱人。

“君行虽不远，为国赴武汉”。
天蒙蒙亮，王茜雅打起精神为即将
出征的未婚夫收拾随身物品，整理
了一大箱，但她觉得还是不够，恨不
得把整个家都让他带走。

1月 26日上午 11时 30分的出
征壮行仪式上，王茜雅还是“违反约
定”，来到了现场。当天自发送行的
人很多，有同事也有家属。邢德盛
所在急诊科的古伟玲和王卫珍两位
护士“要求”王茜雅不许哭，但两人
却忍不住先掉下了眼泪。

“婚礼延期的事情我还没有考
虑，我只希望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让德盛早日凯旋。”王茜雅说，
她决心重新开始写日记，“我想记下
每天对他的惦念，等他凯旋时，当作
礼物给他一个惊喜。多年以后，也
让孩子看看自己的爸爸当年是多么
勇敢。”③6

本报讯（记者 刘勰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冯刘克）1 月 28 日、29 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任正晓到有关省直单位和新密市、登
封市监督检查疫情防控情况，强调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尽锐
出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任正晓到省工信厅、省卫健委、省
疾控中心和乡村社区以及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了解疫情防控、防疫物资生产
等情况，看望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他
强调，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要强化政治
监督，督促各级党组织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上来，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要加强对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精神和“十个坚决到位”工作要求落实
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职能部门切实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以有力有效的监督确保各项防控措施
落地见效。要督促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宣传群
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落实联防联
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防线。要听从
组织召唤，有效发挥作用，在党和人民
最需要的时候和地方忠诚履职，从严
正风肃纪，精准追责问责，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戴柏华参加相关调研。③8

积极主动履职 有效发挥作用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凯旋之日再娶你

如果有发烧、咳嗽、乏力的症状，不要着急去医院发热
门诊，可先利用“河科大一附院互联网医院”平台在线问诊，
减少交叉感染风险。截至 1月 29日，该平台已覆盖栾川、
宜阳、汝州等县区，安装1437个接诊点，让偏远山区百姓足
不出户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⑨3 李卫超 刘群 摄

在线问诊 安全方便

1月 29日，尉氏县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在乡村超市发放关于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相关商品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连日来，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要求各个商户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调度货源，严格规范价格行为，保供
稳价，共同维护市场稳定。⑨3 李新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