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前线建立临时党支部，
就是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凝心劲、提士气。
同时，积极为前方队员提供心
理疏导服务，让他们在保护好
自己的同时，以更好的状态救
助更多的患者。

要闻│042020年 1月30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薛迎辉 郭北晨 美编 王伟宾

●● ●● ●●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移动用户发送HNZ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不含通信费） 社址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的通知书 豫市管广登字（2019）001号 零售 1.50元

相关报道：洛阳女民警吻别幼子奔赴岗位：“战胜疫情，再回来接你”
更多内容请关注河南日报客户端

□本报记者 龚砚庆 胡舒彤 张笑闻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力以
赴，抗击疫情，不计较个人报酬，无论生
死，逆风而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
而奋斗！”1月 28日，正在武汉一线抗击
疫情的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以下简称

“淮河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护士王月，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同她一起递交入党申请书的，还有
4名共赴武汉参加救援的同事。

此次赴武汉支援抗击疫情的淮河
医院医护人员共有 26 人，其中党员 8
人。赴武汉医疗队组建后，他们首先建
起了临时党支部。

“我院有支援灾区的优良传统，汶川
地震时我们赴前线支援的医护人员就建
立了临时党支部。”淮河医院党委副书记
傅侃达说，在救灾一线建立临时党支部，
有利于增强团队的凝聚力、鼓舞士气，提
高与其他单位的沟通效率。

疫情就是命令，大年初一晚上，该

院接到通知，需要调配物资、人员去武
汉紧急增援。全院所有党员干部踊跃
报名。从接到通知到人员、物资各项工
作准备就绪，只用了12个小时。

“我们医院参加过当年淮河治理时
期的医疗保障工作，是经得起考验的队

伍，我们不缺少红色基因，关键时候党员
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淮河医院党委书记刘志勇说。

作为一名有着 12年临床护理经验
的护士，细心的王月一到武汉，就利用
培训间隙，根据住处的实际情况，设计
了房间污染区域分区图，将房间门口处
划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洁净区。这
样一来，从病房出来回到住处就可以根
据区域划分，准确地将衣物鞋帽等放到
规定处，最大程度降低房间的被污染程
度。目前，她的这个分区图已上交到河
南救援前线指挥部，希望能在全体医护
人员中推广。

“王月等5名同志业务能力都很强，
思想上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此次他们
在关键时候冲上去，如果在前方表现突
出，我们将向学校党委提交报告，建议批
准他们火线入党。”刘志勇说。

都说“烫头发、做指甲、种睫毛”是女
性迎接新年的特有方式。可是去了武汉
后，防护服一穿上就4个小时不能脱，头

发长出汗容易滋生细菌引发感染。队员
们主动要求剪去长发，所有女同志都剪成
了“大平头”。因为工作生活环境比较封
闭，她们就做自己的“托尼”老师，“咔嚓”一
剪子下去，秀发落一地。

爱美是天性，生活中这群“白衣天
使”个个精致美丽；疫情面前，她们柔情
变侠骨，果敢从容剪去长发。

淮河医院参加抗击疫情的 26名医
护人员大多是80后、90后，初次经历疫
区救援事件，容易产生心理波动和紧张
情绪，需要专业人员做心理辅导。为
此，淮河医院及时与河南大学心理学院
心理研究所联系，为前线医护人员制定
有效的心理疏导方案。

“我们在前线建立临时党支部，就
是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凝心劲、提士气。同时，积极为前方队
员提供心理疏导服务，让他们在保护好
自己的同时，以更好的状态救助更多的
患者，理性、科学地跟疫情作斗争。”刘
志勇说。③8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我去年刚刚成为正式党员，这次任务我必须
带头参加。”“我可是老党员，我不能落后。”1 月 29
日，在偃师市首阳山街道大冢头村疫情防控点，两
名党员正在填写值班表，防控点后面横幅醒目，党
旗飘扬。

这个春节，因为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打响，洛阳党
员干部纷纷主动扛起职责和担当，放弃休假坚守在防
疫一线，为群众平安健康站岗。

设置活动板房、登记检查、全方位消毒……在商城
路街道办事处前杜楼社区，12个路口都已设置执勤
点，每天安排 20名党员群众执勤，对所有进入本村的
外来人员和车辆进行登记，包括住址、身份证号、电话
号码及进村事项。

槐新街道党员先锋队落实“干部在岗、群众过节”
的要求，党政领导带头坚守岗位，建立 24小时值班值
守制度，对街道排查出的 33名疫区返偃人员落实“四
包一”责任制，在实行逐户隔离的同时，每天及时关注
居家隔离人员身体情况。

只一天时间，偃师市各镇（街道）连夜制作宣传横
幅 6000余条，印制《外来人员登记表》2500余份，《疫
情防控操作流程》3000余份等，发放至各村（社区）并
全部张贴到位。

“发烧吗？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去过武汉？有没
有接触外地回来的人？”这是孟津县各检疫站点工作
人员询问最多的问题。在高速公路口、国省干道、城
区人口密集路段设立检查点，执勤人员对途经车辆，
分本市车辆、省内车辆、外省车辆、重点车辆，以分段
分道检查的方式，逢车必查，测量随行人员体温，逐
一登记。

在几十里地之外的汝阳县王坪乡王坪村，防控措
施也在加强。“村里只有一条主干道，是应急通道，没
有封闭，但设置有检查点，会对来往车辆上人员进行
体温检测，对来走亲访友的人员一律劝离。”王坪村
村委会主任王小鹏说，该村党员干部分成小组入户宣
传，告知村民们尽量少出门、出门戴口罩，常洗手，村
民们很配合。

在涧西区郑州路街道龙蓬社区，一张张手写的排
查单，正为辖区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社区不光
对武汉返洛人员和车辆进行地毯式排查，还对所有停放在辖区内、挂外
地牌照车辆逐一信息核对，并联合辖区警务室对已排查过的外地车辆，
出具“此车社区和警务室已排查并登记，请居民放心”的单子。通过这小
小的单子，安抚居民情绪，避免群众恐慌。③9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毛玺玺

一只口罩、一个小广播，平顶山市
新华区焦店镇文化宣传服务中心主任
宗秀稳又入村进行疫情防控宣传了。

“国家有难，不能光看，病毒来侵，
防治要紧；短信拜年，视频聊天，待在家
里，不要乱转；亲戚不走，来年还有，朋
友不聚，过后再叙……”1月28日，在焦
店镇余沟村的南北主街上，50岁的宗
秀稳“喊”起话来声音不亚于年轻人。

这一次，她“喊”的是顺口溜《疫情
防控宣传（新华区版）》，依然是她自己
写的词。这两天，为了做好基层疫情防
控宣传，宗秀稳和新华区各条战线的党
员干部一样，努力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1月 27日，针对防疫宣传中最薄
弱的环节——村（社区）的老年人群
体，宗秀稳以豫剧的形式自编自唱自
演了《疫情防控，唱给你听（新华区
版）》。该段豫剧在新华区广为传播，
增强了老年群众的疫情防控意识。1
月 28日，针对更多基层群体，宗秀稳
又开始了创作，这一次她编好词、背

下来后到焦店镇各村里去“喊”。
“我们刚进村的时候，街道上还有

几个戴着口罩的村民。她第一遍还没
‘喊’完，人就全回家了。”宗秀稳的爱
人武金安说，为了让防疫宣传深入人
心，宗秀稳坚持“喊”了一遍又一遍，嗓
子都哑了。

这段防疫宣传视频上传到抖音
后，很快有了40多万点击量、2万多点
赞及五六百条评论。宗秀稳说：“嗓子
哑了也值。”

为了让内容贴合实际又朗朗上
口，她琢磨了将近 2 天。宗秀稳说：

“词太短不来劲儿，起不到警示作用；
词太长也不中，传播效果不好。最终，
我把时间控制在了59秒。”

说罢，宗秀稳又开始忙碌起来
了。“我准备再写一版，用快板的形式
说出来。总之，就是要用群众喜闻乐
见、通俗易懂的形式来做好疫情防控
宣传。”宗秀稳说。③8

相关报道：“群众需要我！”——点赞这
位坚守防疫一线的党员孕妈妈
更多内容请关注河南日报客户端

□本报记者 陈学桦 马愿

“你是哪里的？要找谁？”1月 29
日早上 8点多，一名骑着电动三轮车
的男子刚靠近村口设置的劝返点，沁
阳市王曲乡南孔村党支部书记张太平
就走上前询问。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形势严峻，尽量别串门走亲戚，这
是在保护大家。”经过一番劝阻，该男
子表示理解，不再要求进村了。

刚劝完进村的，本村又有人要出
村。

“这是要去哪儿？去干什么？非
去不可吗？什么时候回来？”张太平发
出“连环四问”，让村民在登记簿详细
登记后才允许出村。

村里安排了 30多人 24小时轮流
值班，对过往车辆和人员逐一核查，切
实扎紧疫情防控关口。

为了让村里群众意识到疫情防控
的严峻形势，村里不断加强宣传。

“今天体温多少度，有没有感觉
哪里不舒服？”在村卫生室，村医王芳
正在电话询问从武汉返乡的村民梁

老汉的健康状况。“每天我会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多次联系他，随时了
解他的最新状况，直到隔离期结束。”

在梁老汉的家门口，有专人 24小
时值班。王曲乡按照班子成员、村干
部、包村干部、包片民警、村医“五包
一”责任制，对全乡 37名返乡人员进
行全天候监测，并帮助他们做好自我
隔离。

为积极应对疫情，村卫生室还从
各方紧急协调了口罩、消毒水等防疫
用品，并向村民普及防疫知识，帮助村
民做好预防。

“刚知道疫情时还是比较恐慌的，
后来看到村里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
心里就安稳了，我们要积极配合村里
的各项防疫工作。”村民郭小枝说。

在这个小村里，为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村干部带头、党员奋勇争
先、村医认真服务、村民大力支持，各
司其职，防疫工作正在井然有序开展。

张太平说：“村里虽然‘密不透
风’，但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不能受影
响，未来几天我们将会往村里运送白
菜、面粉等，搞好物资保障。”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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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宣传员编的顺口溜“火”了 豫北小乡村防疫“三十六计”

□本报记者 李凤虎

1月29日上午，微风，气温比往
日略有升高。在连霍高速公路郑州
柳林站，车流量不大，交警、辅警和
交通协管员正在维护交通秩序。

12点，执勤换岗休息。已上岗
执勤4个小时的郑州市交警六大队
四中队中队长王镇强，走到路
边的警车旁，开始写当天
上午的执勤日志。

只见王镇强“全
副武装”，身穿防护
服，面有口罩，手
戴手套，左胳膊上

“共产党员”红色袖
标和胸前的党员徽
章尤为显眼。

“王队，嫂子来看
你了！”有执勤民警大声喊
道。王镇强猛然抬头，看到提着饭
盒的妻子郭琪站在警车一旁。“你
咋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王镇强
惊喜地说。

“我在医院值完夜班回到家，
睡不着。你连续三天没有回家了，
今天正月初五，我包了你爱吃的羊
肉大葱饺子，快趁热吃！”郭琪打开
饭盒，夹了一个热气腾腾的饺子，
塞到了王镇强的口中。

“香，真香！谢谢媳妇！你在
医院工作也忙也累，好好在家休
息，我身体好着呢！”王镇强一边笑
着说，一边使劲儿拍了拍胸脯。

王镇强入警 25 年，妻子郭琪
在河南省胸科医院检验科工作 20
年。2003年 5月，原本准备结婚的

二人，就因为双双奋战在抗击非典
一线而推迟了婚礼。

“守护群众平安是我的职责所
在。1月 26日，接到大队上岗通知
后，我便带领中队民警、辅警到柳
林站卡点执勤。”王镇强告诉记者，

“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医生，因工作
的特殊性，我们一家人还没吃上一

顿春节团圆饭呢。”
“ 我 曾 经 参 加 过
2003 年的抗击非典，
作为一名党员，这次
我仍然想冲在最前
面，除夕上午，我
第一时间向医院
递交请战书，申请
前往武汉。根据医

院安排，我留守了。”
郭琪遗憾地说。
“现在医院所有医护

人员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之
中，值班频次高，工作强度大，但
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在医院连
续奋战了多日的郭琪，脸上留下
深深的口罩印痕。

“虽然很辛苦很累，但是现在疫
情比较严峻，作为守护平安的人民
警察和救死扶伤的医生，我们责无
旁贷。疫情面前，我们是夫妻更是
战友！”王镇强说。

“你救死扶伤，我守护一方，最美
的逆行，是我和你并肩作战！一起加
油！”在微信朋友圈，郑州这对“警医夫
妻档”用这句话互相加油鼓劲。③9

图为王镇强和妻子郭琪在吃
饭。②43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摄

最美的逆行是和你并肩作战

中共河南省委印发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

1月28日，连霍高速
宁陵收费站路口，防控人
员对过往人员进行体温
测量。连日来，宁陵县防
控人员在车站、国道、省
道、高速公路口等处设置
临时检疫站，24 小时值
班，要求过往人员填写健
康申报表并进行体温检
测。⑨3 吕忠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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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
校、科研院所等党组织要认真履职尽
责，提前研究上班、复工和开学后的
防控措施，制定工作预案和防护要
求，扎实做好本部门本单位本行业的
防控工作。

五、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广大党员要冲锋在前、战斗在
前，坚决服从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任务,
坚定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各级党委
（党组）要会同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单

位，动员和选派专家和医护人员中的
党员、干部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在医
疗救护、科研攻关、基础预防等岗位
发挥模范作用。在疫情防控期间，抽
调人员临时组建的工作班子都要成
立临时党组织，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
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广泛设
置党员“先锋岗”“示范岗”“责任区”，
引导广大党员亮明身份，在疫情斗争
中经受考验。要组织广大农村、社区
党员，当好进村入户排查员、疫情防

控宣传员、居家隔离服务员，做好群
众工作，稳定情绪、增强信心，不信
谣、不传谣，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和主
心骨。

六、激励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要把疫情防控
一线作为历练干部、培养干部的重要
战场，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
防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作为考察其政
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念、驾驭能
力、担当精神的重要内容，对表现突出

的，要表扬表彰、大胆使用。要关心关
爱奋战在疫情防控斗争一线的党员、
干部和医务工作者，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配备必要的
防护设施，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保障，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
要弘扬友爱、奉献、互助的人文精神，
对来自疫区的群众伸出温暖之手，在
做好监测排查的同时，积极提供关怀
帮助。

七、凝聚全社会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的强大合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
众，引导群众积极支持、主动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要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
融媒体渠道，科学把握疫情防控舆论
引导工作的时度效，切实做到发布疫
情信息及时有效，宣传防疫知识生动
管用，报道一线做法真实可信，提振全
社会抗击疫情的信心决心。要充分利
用农村“大喇叭”、社区“小喇叭”、短信
提醒、微视频等，制作通俗易懂、接地

气的标语、一封信和明白卡，主动解读
疫情防控措施、宣传防疫知识，做到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要积极动员各群
团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及
时总结宣传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涌现出
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凝聚强大精
神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各级党委（党组）动员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在防控疫情斗争中发挥作
用的情况，要及时报告省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