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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地记者在一线·战“疫”快报

2月 8日，记者获悉，为有效防止通过废弃口罩造成二次传染源，武
陟县及时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将废弃口罩处置作为防控工作的
重点，实行专人收集、专业处置。“我们提前着手做好废弃口罩无害化处
理工作，是尽力从细节入手，杜绝污染，筑牢防线。”武陟县委书记秦
迎军说。该县为此专门印发了“五步工作法”处置流程，即使用者个
人—村干部监督—送至集中回收点专用桶—乡村医生转运—乡镇卫生
院集中处置。武陟县还为此专门成立督导检查和责任追究组，抽调了
58名机关干部，成立 20个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明察暗访，发现问题全
县通报。③4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李骏鸣）

2月 8日，记者获悉，截至目前，南阳市共计投入资金 18.23亿元，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资金保障。其中，地方财政投入 4.43亿元，重点保障物
资（设备）购置、医疗救治、卫生防疫等；申请国开行疫情防控专项应急贷
款 7亿元；实行特殊医保政策，预拨疫情专项医保基金 1.24亿元，将治疗
覆盖的药品和服务项目全部临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争取上级防疫补助
资金9102万元、中央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资金4.65亿元。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2月 8日，郑州市向信阳市、南阳市及对口脱贫攻坚帮扶单位淮滨县、
南召县捐赠疫情防控物资，其中包括一线急需的口罩、医用手套和负压救
护车。本次分别支援信阳市、南阳市负压救护车各1辆，一次性医用口罩
各1.5万个，医用外科口罩各5000个，一次性医用手套各1万只，红外线测
温仪各2台。支援淮滨县、南召县一次性医用口罩各1万个，一次性医用手
套各5000只，手持式红外线测温枪各200个，红外线测温仪各2台，电子喷
雾器各20台。9 （本报记者 李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曹磊）

郑州市向信阳南阳捐赠疫情防控物资

□本报记者 陈小平

网 上 购 物、在 线 课 堂、网 络 办
公……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互联网
不仅成为人们“居家”工作、学习和生
活的好帮手，也成为全社会抗击疫情
的“神助攻”。

如何更好发挥互联网优势，凝聚
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省委网
信办和省互联网行业党委强化党建引
领，统筹整合网上网下资源，让党旗在
防控疫情第一线高高飘扬。

“早”组织 主动作为

疫情就是命令，速度关乎安危。
省互联网行业党委把坚决贯彻党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参与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第一
时间谋划、第一时间部署。通过微信
下发“工作温馨提示卡”，制定下发《关
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中充分发挥互联网行业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
通知》，要求各地互联网行业党委组织
引领广大互联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认真开展自我防护教育，主动参与疫

情防控，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各省辖市互联网行业党委也及时

向属地互联网企业发出倡议，号召大
家传承红色基因、助力疫情防控。

郑州、许昌、南阳等地第一时间
启动“ 抗击疫情 互联网企业在行
动”等活动，引导互联网企业以实际
行动全力抗击疫情；商丘市互联网
行业党委策划开展了“我是口罩达
人——寻找商丘最美志愿者”“凡人
金句”等有奖征集活动；开封市组织
了“好网民共战疫”网上接力活动；
安阳市组织开展了网络文化视频征
集展播活动……

一时间，抗击疫情的力量在网上
网下凝聚，抗击疫情的闪光瞬间、感人
故事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

“广”聚力 众志成城

想了解的疫情动态随时可以查
看，动动手指就有新鲜蔬菜送到小区
门口……充分发挥互联网行业信息发
布、线上服务、信息技术的优势，省互
联网行业党委积极引导企业结合实
际，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一呼百应，众志成城！

省电子商务协会组织蔬菜种植会
员企业利用产销渠道优势向武汉免费
送去200吨蔬菜；

新浪河南、今日头条河南分公司
党支部组成工作专班，全力服务疫情
权威信息发布等工作；

UU跑腿启动无接触配送，满足特
殊时期用户足不出户的代买、代送需
求。

不仅如此，以网为媒，企业和党员
还积极参与捐款捐物等网络公益活动
和线下的疫情排查等防控工作。

郑州市互联网行业党委动员信大
捷安、新开普电子等互联网企业累计
向疫情防控一线捐款353.81万元。

信阳市行业党委发动 20多家属
地网络媒体开展捐赠、义卖活动，并组
织党员参加社区排查、代买代送等志
愿服务活动。

安阳互联网行业党委协调安阳人
保财险分公司为安阳市一线记者购买
保额5580万元的保险。

……
一场场网上网下的爱心接力在河

南展开，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在中原
大地高高筑起。

“微”传播 凝心聚力

运用“微”传播，发挥“巨”效应。
省互联网行业党委发挥青年创新思维
和互联网技术优势，对“防疫”政策举
措、一线事迹、凡人善举、防护知识等进
行“微”加工，制作推出一批原创音视
频、H5、主题海报、动漫等新媒体网络文
化产品，并利用新媒体平台广泛转发。

濮阳、漯河分别设置了#濮阳战疫
#、#漯河抗击疫情#等微博、抖音话题，
搭建抗击疫情网上宣传引导的“强磁
场”。其中，#濮阳战疫#微博话题阅读
量8338万，#郑州战疫#、#漯河抗击疫
情#抖音话题播放量都超过3000万。

信阳广泛组织官方网络平台、网
络大 V、自媒体等创作网络作品 130
多部，安阳互联网行业党委制作《你若

“安”好，就是晴天》《宅在家里不颓废》
等电子海报，郑州自媒体党支部制作
《三句半教咱防疫情》等都获赞无数。

通过“微”传播和定向创作推介，
党和政府的声音、科普防疫知识以及
对抗击疫情一线工作者的敬意真正

“飞入寻常百姓家”，凝聚起齐心协力
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2月9日，记者从洛阳市委组织部获
悉，日前洛阳市委印发《关于授予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决
定》，将其授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急诊科党支部和感染科临时
党支部两个战“疫”一线党组织。

据悉，自疫情发生以来，河南
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洛阳
市定点救治医院，各治疗团队密切
协作、攻坚克难，特别是急诊科党
支部不惧危险、迎难而上，有力发
挥了在首诊识别和转诊护送工作
中的前哨作用。由该院多部门党
员业务骨干组成的感染科临时党
支部，在救治第一线科学施治、连
续作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先后治愈 2 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彰显了基层党组织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战
斗堡垒作用。

据了解，面对疫情，河科大一
附院广大党员纷纷主动申请到急
诊科、发热门诊、预检分诊、传染病
区等疫病防治最前沿的科室。既
有坚守岗位的急诊科护士，也有为
上抗疫一线主动向组织证明自己
有“过人之处”的医生，大家争相投
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洛阳市委号召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进
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更大
贡献。③6

□本报驻地记者报道组

连日来，在抗击防控新冠病毒疫
情战“疫”中，全省广大基层党员干部
守卡点、巡重点、勤排查、保平安，全力
奋战在一线，用血肉之躯筑起疫情防
控的钢铁长城。10余天来，为了群众
的安康，平顶山、商丘、南阳先后有三
名基层党员倒在工作岗位上，在抗疫

“战场”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

“他连一句话都没留”就走了

2月 8日，平顶山郏县冢头镇北街
村的防控卡点处，一辆由老年代步车
改造的疫情宣传车静静地停靠在路
边，却再也等不到它的主人。

车的主人是北街村党支部委员、
村医姚留记。2月 4日，68岁的姚留
记在防疫一线执勤时突然晕倒，经抢
救无效去世。

春节前夕，疫情来势汹汹，姚留记
在村支部会议上提醒大家重视起来。
除夕夜，一家人等着他吃饺子，他忙到
晚上9点多才回家。大年初一，他便把
自己的车贴上条幅，装上大喇叭，“吆
喝”着让大家少出门、不聚会、勤洗手、
戴口罩。“老姚说疫情很严重，必须给群
众宣传到位。”包村干部李俊超轻拍着
宣传车沉重地说，姚留记还不时去路
上巡逻，防止人们结群聚众，“老姚有威
望，人们看见他便自觉散了回家。”

2月 4日，姚留记早早出了门，在
离家只有 300米的卡点执勤，却忙得
一上午没有回家。中午12点多，他匆
匆回家，站着吃了几口饭，碗一放便又
出了门。“平日里还给我说一声，那天
我在厨房，他连一句话都没留。”老伴
闫爱琴说完，又放声大哭。

“执勤、巡逻、宣传，干的不比年轻
人少。”当天一起执勤的朱宏彬说，下
午 1点多，姚留记给一个行人测完体
温、做好登记，拉着一条凳子坐下，说
了句“不舒服”便晕倒在地。

姚留记 18岁入党，从医 50余年，

他总是白天坐诊，下班后上门服务，儿
子经常劝他别跑了，他总是淡淡一句：

“咱们不跑谁去跑？”
近 5年来，姚留记累计出诊 4000

余人次，义务为老年人体检1000余人
次。去年他获得郏县第一届“微医杯·
2019家庭医生服务之星”称号。70多
岁的村民张万福患有心脏病，身体不
舒服就给姚留记打电话，再晚也随叫
随到。得知姚留记去世，张万福泣不
成声。

大孙女姚星晨是姚留记的“手中
宝”，给爷爷提的要求从不落空，本打
算今年春节带着家人拍一张全家福，
被姚留记推说等战胜疫情再拍，没想
到却成了她永远的遗憾。

“乡亲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2月 8日，天气阴沉沉的，民权县
王桥镇郝庄村更是无比寂静。走进王
德恩生前的办公室，一张半旧的桌下
放着简单的几件炊具，一张闲置的床
上还放着一箱刚拆开不久的方便面。
村党支部书记刘孝义告诉记者：“疫情
发生后，王德恩自正月初二便回到村
里，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经常一
包泡面解决温饱。”

51 岁的王德恩是县教体局驻王
桥镇郝庄村第一书记，1月 29日在赴
郝庄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途中，不幸
遭遇车祸身亡。

“我将成为一名扶贫干部，奔赴基
层农村，踏上新的征程”“郝庄扶贫，成
为我人生中不可磨灭的一页”……在
王德恩的驻村日记里，详细地记录着
他驻村以来的每项工作情况，有欢喜
有忧愁，字里行间可看出他一心扑在
如何帮群众脱贫致富上。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王德恩
逐家逐户了解情况，全村400多户家庭
人员基本情况，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哪户贫困？原因是啥？他一一记在本
子上。村民说，王德恩对他们如亲人
一样，为贫困户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杨金学是一名有智力障碍的贫困
户，儿女远在外地，孤苦伶仃一人在
家。王德恩成了他家的常客，给他办
了低保、二级残疾证，还把阴暗潮湿的
旧屋改建成了干净敞亮的新房。

“他帮了俺太多，还帮村里修路、
建广场，多好的一个人啊，咋就这么走
了？”噩耗传来，村民高群领眼泪止不
住地掉下来。高群领常年重病在身，
家中生活困难。王德恩给他办了低
保，并申请资金将他家的危房修葺一
新，还帮他有听力障碍的孙子安上了
耳蜗助听器。

郝庄村是非贫困村，但王德恩却
按照驻贫困村第一书记的标准要求自
己，坚持“五天四夜”工作制，积极参与
脱贫攻坚、土地流转等工作。经他和
村委一班人共同努力，全村40户贫困
户已脱贫 37户，该村已流转土地 310
亩，流转土地种植的苹果树已初具规
模蓄势待发。刘孝义说：“他为百姓办
了很多实事好事，乡亲们永远不会忘
记他。”

“我是党员，关键时刻我
不上谁上？”

2月 5日早 7时许，由于连续十多
天的劳累，镇平县马岗村党支部副书
记马志杰突发脑溢血，倒在去卡点值
班的路上。

“马支书连续十来天没有好好休
息过，就是铁人也受不了啊！”很多村
民哭着说。

“疫情防控紧急，你们不要等我回
来吃饭了。”1月 25日，马志杰往嘴里
塞了几个饺子，就急匆匆赶往村部。
疫情面前，平时少言寡语的马志杰当
即动员全村党员干部马上行动起来，
动员宣传，设卡封村，分工排查。

马岗村交通便利，是公交线路必
经之地。马志杰带人在全村搭建 6
个卡点，封堵 7 处路口，20 余名村组
干部群众，分布在卡点上开展宣传劝
解……繁琐的工作一气干到了初二凌

晨1点多才结束。
“莫出门，莫聚到一起‘瞎掰’，勤

洗手、多消毒，出门要戴起口罩……”
驻村干部兼播音员薛宗普说，卡点设
置好后，马志杰让大喇叭开始广播，叮
嘱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宣传防
控措施。

马志杰写得一笔好字，他让包村
干部李振尧捎来了80张红黄大纸，一
有时间就坐下来书写防疫宣传标语，
一直到马志杰住院，村部会议室里仅
剩下 20余张彩纸。村里每个卡点安
排 3名村组党员干部，每晚都要值班
到 12点 30 分左右才能回家休息，马
志杰总是最晚一个回家的。

“初一开始，每天天刚蒙蒙亮，父
亲就去卡点值班；夜深人静，我们都睡
半天了，才隐约感觉到父亲回来的声
音。”这是马志杰留给儿子马佳琪最深
的印象。

“爸，你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不行
了在家歇歇。卡点上有那么多叔叔们
操心呢，不一定非得你去。”马佳琪说。

“我是党员，关键时刻我不上谁
上？”马志杰说。

马岗村从湖北返乡的有 9 户 40
多人，防控任务繁重。作为老党员，马
志杰发挥熟悉村情的优势，一方面协
助包村干部地毯式排查湖北返乡村
民，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另一方面鼓
励全村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到“同心联
结”活动中，悉心服务被隔离群众。截
至目前，全村无一例疫情病例。

“今天早上总算比马书记先到值班
卡点上了。”2月5日早上7点左右，村治
保主任郭群生来到卡点上后，内心还在
暗自庆幸。没有想到，迟迟未见马志杰
的身影，却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截至记者发稿时，在南阳南石医
院做完第二次手术的马志杰，仍处于
昏迷中。③4

（本报驻地记者报道组 张建新、
王平、孟向东、王冰珂、刘梦珂，张增
峰、王国英、刘理政对此文亦有贡献）

武陟县“五步工作法”实现废弃口罩无害化

南阳市18.23亿支援战“疫”

河科大一附院
两个战“疫”一线党组织受表彰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感谢您，勇
敢的‘逆行者’！”“白衣天使，生日
快乐！”2月 8日晚，在由国家卫健
委、中国医师协会等单位举办的

“医无反顾 战疫时刻”网络元宵晚
会上，与主持人视频连线的禹州医
生孙照峰，收到了影星吴京等众多
网友的生日祝福。

41岁的孙照峰是禹州市人民
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当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他第一批
报名参加医院隔离病区的“战斗”，
已连续 18 天奋战在一线。2 月 8
日，他像往常一样，查房、听诊、记
录，紧张忙碌地工作，全然忘记了
当天是自己的生日。

“对孩子的愧疚，对家人的牵
挂，在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就埋在
了心底。走进隔离病区，就要全身
心投入打赢这场战役！”孙照峰说，
病人刚进来时，对新冠肺炎这种疾
病害怕，要在微信里耐心解释；有

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要
特别注意。进隔离病区要穿防护
服，还要穿尿不湿，所以进去一次
要尽可能多地完成工作任务。

“他是一个业务精湛、工作特
别踏实的人，前几天扭伤了脚还不
下‘火线’。”禹州市人民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主任王凡说，节前在发热
门诊坐诊时，孙照峰近 10个小时
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为的是
给更多的病人诊治。

得知孙照峰的生日正逢元宵
节，同在隔离病区工作的王凡等

“战友”在医院党委的支持和协调
下，为他准备了蛋糕和鲜花等生日
礼物。国家卫健委宣传部门得知
这一消息，也专门与他连线。

“现在特别想我的孩子，等战胜
疫情回家，一定给两个娃娃补上大
大的礼物。”谈及家人，孙照峰眼中
泪花闪动：“觉得对家人亏欠了很多，
但是在疫情面前，舍小家为大家，更
是一个医生的责任和担当！”③5

战“疫”一线的特殊生日

（上接第一版）
2 月 7日，因防控疫情孤身在

开封“居家”隔离的湖北孝感女孩
小李，体检一切正常，顺利解除了
隔离。连日来，以民警李爽为代表
的开封人伸出援手、关心关爱小李
的故事温暖了整个社会。而故事
的开始，就与网格相连。

1月 24日，酒店通过网格员向
李爽报告小李前来入住。李爽了
解得知，小李来汴打算陪男友过春
节，可男友单位已采取严格防疫管
控，二人无法相见，只好暂住酒店，
并按规定进行隔离。十几天来，李
爽亲姐姐般照顾着这个妹妹，当地
政府、酒店老板、社区工作人员也
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以李
爽为代表的开封人，温暖了整个湖
北！”众多网友留言由衷点赞。

其实，像小李故事中的网格员，
在开封还有1.1万名。该市将118个
乡镇（街道）划分为 5811个基础网
格，按照每个网格1个网格长、1个网
格指导员、1个全科网格员、若干名兼
职网格员和志愿者的“1+1+1+N”模
式配备。全市1.1万名网格人员负
责把各项防控措施覆盖到户、落实
到人，确保不留死角、不漏一人。

1月 21日，开封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成立。为应对更有效，全市依
托“一中心四平台”系统开展防疫应
急演练演示 1次，县区乡村医生和
防疫人员远程视频防疫培训 2场，
参会和受训近9万人次。河南移动
公司数据显示，近期开封市视频会
议工作流量已占到全省的60%。

网格防控，精准抗“疫”。2月
3日，立春前一天，开封首例被确诊
的患者痊愈出院。③4

以网为媒 共同战“疫”
——河南省互联网行业党委在行动

他们用生命筑起守护百姓的长城

开封 疫情不除绝不后退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曹萍）2 月 9
日下午 2点，河南省第五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出征仪式在省卫健委大楼门前
广场举行。300 名医疗队员右手握
拳、庄严宣誓，踏上了奔赴武汉救援的
征程。

本批医疗队员来自河南省人民医
院及郑州市、洛阳市、新乡市的49家医
院，其中医师100名，护士200名，涵盖
呼吸、重症、心血管等多个专业。省人
民医院副院长陈传亮担任医疗队队长。

副省长戴柏华在出征仪式上说，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嘱托，践行宣誓中的铮铮誓
言，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全力以赴救治
病人，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出色完成
各项救援救治任务；同时也要注意自
我防护，精准操作，科学施救，确保自
身安全。③4

我省第五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出征

2月 9日，河南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河南省卫健委举行出征仪式，300名队员庄严宣誓后，踏上了奔赴湖北的
征程。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