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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的时候，是国家帮了
我；现在国家有事，咱就得出
点力。这个时候帮武汉，其
实也是帮自己、帮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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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阻了回家的路，他转身“逆行”

下一站 火神山

豫鄂情深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屈林

抗击疫情，河南有许多最美丽的“逆行
老乡”。今年42岁的驻马店平舆人刘海龙就
是其中之一。

1月 28日，一位河南老乡自愿支援武汉
火神山医院建设的短视频火遍全网，熟悉的
河南口音，朴素的“武汉加油”，让无数人感
动。记者通过多方打探，得知视频中的刘海
龙师傅是平舆县万金店镇宋刘村人。没想
到，他家还是贫困户。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自红告诉记者，刘海
龙家有 76岁的母亲和 19岁的儿子，老太太
身体不太好，他自己前些年出了个意外，也
干不了重活。“父子俩很要强，常年外出务
工，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在去年的动态调整

中把他家列为贫困户，享受健康扶贫等一系
列政策。”万金店镇党委书记辛长松说。

“我以前是电焊工，去年开始在武汉干些
零活。”1月29日，记者拨通了刘海龙的电话，

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本来已经提前买了车
票，但因为疫情阻碍没回成家。“接到了车站
的退票电话后，我觉得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就
想留下来干点啥。正巧看到武汉火神山医院
开建的消息，就去报了名。”刘海龙笑着说。

形势这么严峻，为啥选择做志愿者？刘
海龙回答：“我最难的时候，是国家帮了我；
现在国家有事，咱就得出点力。这个时候帮
武汉，其实也是帮自己、帮家乡。”

“家里人担心吗？”记者问。
“说不担心那是假的，但是他们都很支

持我。”刘海龙表示，“工地上的防护措施都
做得很好，我们干活很安全。”

平舆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刘
海龙“逆行”参建火神山医院的事迹在全县
传开后，县委派专人到他家中，询问解决实

际困难。“为了抗疫大局不顾个人安危，刘海
龙值得大家学习。”平舆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说起在网上“走红”，刘海龙有点不好意
思，表示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火神山’
工地上，可不止我一个河南人。”他说，“咱河
南还有很多医生、护士支援武汉，他们的工
作危险得多，更值得敬佩。”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 1月 26日早上 7
点到 27日凌晨4点，刘海龙一直奋战在工地
上，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施工方给他换了
个稍微轻点的活儿——看护定位旗。“这点
辛苦其实不算啥，我还顶得住。”电话那头的
刘海龙有点疲惫，语气却很坚定，“现在大家
的愿望都一样，就是早点把医院建好，早点
让疫情过去。”③8

防疫物资“坐”高铁去武汉 5天720吨面条援鄂

▶1月 27日，位于汝阳县的河南
舒尔康艾制品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
加紧生产准备捐献给武汉的艾条，用
于居民消毒灭菌。⑨3 康红军 摄

▼1月 30日，濮阳县海通乡东森
产业园内，工人正在加紧生产环保高
效消毒液,保障豫鄂疫情防控一线消
毒需求。⑨3 赵少辉 摄

加紧生产
驰援武汉

●1月 30日，记者获悉，许昌胖东来商贸集团

有限公司通过武汉市红十字会捐赠5000万元现
金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同时，在疫情期间，胖东来旗下商超蔬菜按
采购价销售。③6（本报记者 董学彦）

●1月 30日，记者从郑州商品交易所获悉，该

机构通过湖北慈善总会向湖北省捐款人民币900
万元，用于支持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③6（本报记者 逯彦萃）

●洛阳伊滨经开区组织一批钢制家具企业无

偿捐赠相关型号产品，20余吨钢制家具将驰援武
汉火神山医院建设。物资预计 1月 31日抵达武
汉火神山医院。③6（本报记者 田宜龙）

●1月 30日上午，洛阳海关在洛阳北郊机场

快速验放洛阳口岸首批进境疫情防控物资。该
批物资为 1.5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将分别捐赠
给武汉、郑州及洛阳的 3家医院。③8（本报记
者 李宗宽）

●春节期间，医用胶片研发和生产厂家南阳

柯丽尔公司动员全体员工放弃休假，开足马力生
产。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向湖北武汉、鄂州、黄
石、潜江等地发送医用胶片 36500张。③8（本
报记者 孟向东）

●1月 28日，洛阳富隆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的 1.5 万副护目镜抵达武汉，支援抗击疫情一
线。③6（本报记者 田宜龙）

●1月 30日上午 11时，由郑州起飞承担援鄂

防疫物资运送的货运航班H/GI2572从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起飞，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协同联检
单位开通“绿色通道”，用最便捷最快速的方式为

该 货 运 包 机 办 妥 了 边 检 手
续。③6（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断
升级，很多人选择回家隔离，而想念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员工自除夕夜开始，“逆行”集
结：或连夜赶赴武汉，或回工厂加班，让河
南面条为“热干面”加油！

据介绍，除夕夜至大年初五，5天时间
共有720吨想念面条驰援武汉，供应量超过
平常的两倍。

“看我口罩严严实实的，一忙完就回宿
舍，吃饭在内部食堂。”1 月 29 日 12 时 30
分，远在武汉的郝洋跟热恋女友刘亚琪视
频通话。

“一定照顾好自己，不要让俺提心吊
胆。”亚琪每天都不忘反复叮嘱。

原来，年前双方父母商定在今年大年
初四让二人订婚。然而，随着武汉疫情加
紧，除夕夜，郝洋决定增援武汉市场，两人
推迟了订婚日期。

与郝洋同岁的张凯，妻儿尚不知他在
武汉。“怕家人担心，我没敢说实话，只说
是紧急出差。”张凯说：“我在武汉生活过
半年多，对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都有了感
情。”

司机李瑞林年近40，上有老下有小，肩
上的责任更重，家人虽有担心，但都理解支
持他。他在武汉一年多，身边很多朋友都
是武汉人。

而留守的员工，则加班加点高负荷运
转。

1月 29日，位于南阳市镇平县的想念

面条生产车间内机声隆隆。“我们从农历除
夕夜开始，机器 24小时连轴转，工人三班
倒，与时间赛跑，确保武汉货源充足供应。”
董事长孙君庚说。

今年 37 岁的秦燕是生产部一名烘干
工，丈夫是操作机的机长。除夕下午，夫妻
俩主动请缨，当晚就已上岗。“孩子们小，还
不能完全理解，但总有一天，他们会为爸爸
妈妈的决定感到自豪。”秦燕坚定地说。

疫情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人心。1 月
27 日，想念食品公司还向经销商下发了
《疫情期间想念产品不涨价通知函》，要
求各渠道经销商严格执行建议零售价，
若发现有哄抬物价的行为，将取消其经
销权。

记者还了解到，在做好支援武汉的同
时，想念食品公司也正全力保证河南市场
和全国其他地方的紧急需求，已接订单1.77
万吨，目前正在克服一切困难加班加点组
织生产。③9

□本报记者 宋敏

1 月 27 日，大年初三。中午的阳光为
寒冷的冬日增加了些许暖意，但路上依旧
行人稀少，开车行驶一路顺畅。

12时 30分，记者来到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疾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
郑铁疾控所）。只见工作人员戴着口罩，身
穿白大褂，外面还套着写有“中国卫生”字
样的马甲，正在从仓库往两辆运输车上搬
一些打包好的箱子。

“来，测一下体温。”作为外来人员，记
者按照要求接受了体温检测，“36.5℃，没问
题”。

为支持疫情防控，缓解武汉地区防疫
物资紧缺情况，按照郑州局集团公司部署，
郑铁疾控所负责采购一批急需防疫物资，
免费支援武汉地区。“消毒洗手液 216 件
4152瓶，10件共500包板蓝根……”郑铁疾
控所办公室主任董晓朋认真清点物品数量
后，在登记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13时，装载完毕的运输车出发前往郑
州东站。“昨天已经运走219箱防疫物资，今
天补运剩余部分。目前防疫物资非常紧
张，后续支援物资将陆续跟进。”董晓朋
说。据悉，这也是郑州局集团公司首次使
用高铁往武汉发送防疫物资。

25分钟后，运输车通过专用通道抵达
郑州东站1站台，负责协调
接车的工作人员早已
等候在此。郑州东站
客运车间党支部书记

范洪礼指挥着车辆，按照车厢地标，停在方
便装卸货物的位置。

“运送本批物资的G2055次列车原本停
靠8站台，考虑到列车停站时间较短，我们在
站内开辟救援物资专用绿色通道，将该趟列
车停靠位置临时转移至1站台，方便运输车
直接开到跟前。”范洪礼说，他们腾空列车部
分车厢，物资与旅客之间进行隔离，同时整
合联动多部门，安排专人引导，避免与登乘、
换乘旅客发生冲突，影响旅客正常出行。

郑铁疾控所和郑州东站的工作人员合
作组成流水线，迅速开始卸车，不到 20分
钟，满满两车的防疫物资已经整整齐齐地
堆码在站台上。等到高铁列车开过来，他
们又组成流水线，按照协调安排，把站台上
的防疫物资快速搬运到2号车厢里。

14时 17分，通过高铁运输的 226箱防
疫物资全部装载完毕，旅客进站通道也即

将开启。两个小时之后，这批物资将抵
达武汉，支援疫情防控。③8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本报通讯员 段桂洪

“你们今天怎样？接手工作了吗？两个孩子
交给我，你在前线请放心！”1月 28 日下午下班
时，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结核内三科医生许
庆宝照例给援鄂一线的妻子李营发了条信息。

“她在那边时间紧张，我们不一定能同时聊天，彼
此有空了就会留言说几句！”许庆宝笑着告诉记
者。

李营是该院全科医学科护士，家里有两个孩
子，大的 5岁，小的才两岁。许庆宝说，接到医院
关于组建援鄂医疗队通知时，夫妻俩同时报了
名。最终李营入选，许庆宝“留守”了，“那我就在
家上好班，照顾好老人孩子，让她安心”。

26日，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火速集结该
院来自呼吸、感染、重症专业的 27名医护人员驰
援武汉，李营就是其中一员。“丈夫的支持和父母
的理解是我坚强的后盾。”李营说。

25 日晚接到通知，26 日中午就要集结出
发。让李营想不到的是，这么短的时间内，医
院还为 27名援鄂人员每人发了一个行李箱，里
面不仅装着防护服、口罩、酒精棉片等防护品，
还有必要的抗病毒等预防性药品，以及洗手
液、洗发水、拖鞋等生活用品。为了多一层保
护多一分爱护，医院还在临行前为每名援鄂队
员注射了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

结核科的崔俊伟医生还肩负着医疗组队长
的使命。他的手机里有一段视频，视频里，爱人
说：“国家需要你，武汉的病人更需要你，家里还
有我，放心去战斗吧！”儿子则说：“爸爸，加油，我
为你骄傲！”

呼吸科李宁的丈夫在医院的微信平台上看
到妻子出征的照片后，留言为妻子加油：“你在医
院守卫人民健康，我在祖国边陲守卫人民安全！
我们一起努力！”

让感染科护士张致琴欣慰的是，她最放心不
下的6岁女儿在她出发后专门为她写了篇催泪的
日记：“我的妈妈是一名护士，她很坚强……坚强
的妈妈加油！妈妈挺住，妈妈保重身体，女儿雅
辰等您！”

在得知 27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后，当地移
动公司还决定对他们的移动号码做出高级别保
障，免除所有费用。

张致琴说：“我们感动于身后这么多的爱心力
量，一定会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不会辜负父老乡亲的期待，也一定会凯旋！”③6

“两个孩子交给我，
你在前线请放心！”

我们从农历除夕夜开始，
机器24小时连轴转，工
人三班倒，与时间赛跑，
确保武汉货源充足供应。

昨天已经运走219箱防疫
物资，今天补运剩余部分。
目前防疫物资非常紧张，后
续支援物资将陆续跟进。

携手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