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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体彩
众志成城战疫情

2020 年的春节，注定令人难
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中国人
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力投入
到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当前，
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到关键阶段，河
南体彩系统全体工作人员正以坚
强的决心和意志，积极投身到这场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防控战斗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河南
省体彩中心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
作，成立了以中心主任王海新同志
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小组。面对严
峻的疫情形势，省体彩中心凝心聚
力、科学施策，狠抓防控工作落实，

在全省体彩系统的共同努力下，省
中心机关、各省辖市分中心、体育
彩票实体店、代销者等各层次的防
控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省体彩中心全体党员干部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在河南省体彩
中心党委的组织和领导下，按照听
从指挥，顾全大局，帮忙不添乱的
要求，利用有限的现有条件积极作
为，承担社会责任，弘扬正能量，共
同努力，共克时艰。

各省辖市分中心、体育彩票实
体店、代销者也纷纷行动起来，众
志成城战疫情。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信阳分中心疫情防控物资告
急！”“驻马店分中心疫情防控物资
告急！”2月 4日中午 12 时，得到求
助信息后，河南省体彩中心党委高
度重视，立即启动物资调配工作。
截至下午 3时，已筹集省中心党员
和郑州东区分中心为信阳、驻马店
两个分中心捐助口罩 350 个、医用
酒精 4瓶、84消毒水 6瓶。为确保
最短时间内将物资交到亟须的同

志们手中，河南体彩郑州东区分中
心李姜博、李淼两位党员同志主动
请缨，驾车赶往驻马店、信阳。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疫情风险影
响。同一时间，河南体彩信阳分中
心负责人曹政同志也驾车向郑州出
发。最后，双方在京港澳高速许昌
服务区按照疫情防控安全距离要求
顺利完成了物资交接。此时，距接
到求助仅仅5个小时。

代销者变身一线志愿者

疫情当前，平日里辛苦在一线
的体彩代销者很多都变身为防控一
线的志愿者，舍小家为大家，为的是
社会的安全保障，为的是争取早日
打赢这场“硬仗”。

“我是体彩人！不论是体彩一
线还是社会一线都需要我！”

——洛阳 4103051063 体彩
实体店代销者金龙涛

“在公益事业里俺一直以先进
人物为榜样，俺也要去防控一线！”

——洛阳 4103055105 体彩
实体店代销者王保红

“我现在真的很想回家看看，但
是我不能回去，因为安全责任重于
泰山，国家这个大家庭更重要。”

——涧西区 4103055003 体
彩实体店的代销者

体彩人巾帼不让须眉

许昌体彩分中心长葛区域即开
代销者刘金娟同志，自从看到“致中
国体育彩票全体从业者的倡议书”
后，也想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她把原准备春节开展“顶呱刮”彩票
户外销售的两顶体彩销售帐篷，陆
续送到和尚桥镇和金桥区英刘社区
两个疫情防控检查点，支援当地防
疫防控工作。

同时，刘金娟还自愿到长葛市
金桥办事处申请报名参加了防疫防

控志愿者，被分派到英刘社区与党
员干部轮流值班执勤。 （彩文）

□本报记者 黄晖

2 月 2 日下午，郑州市健康路 176
号院确诊两例新冠肺炎，该院大部分居
民是省体育局系统职工。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
对疫情，面对立即采取的严控措施，
176号院的党员立即动员起来，用行动
为群众提供服务，用信心抚平蔓延的恐
慌情绪。

第一时间，省体育局机关党委向各
级党组织发出倡议，要求发挥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阻击
战；

第一时间，设立党员先锋岗，成立
党员志愿服务队，报名人员超过百人，
院内60多人，院外40多人；

第一时间，局老干部处和有关单位
的党员就和全院 400多位老干部建立
了定点联系，提供一对一的志愿服务。

2月 6日深夜，正是一些群众遇到
困难、情绪不稳的时候，体育局党组书
记万旭立即进入176号院微信群，零距
离听取呼声，解决问题。

一个多星期过去，党员们用行动履
行誓言，践行初心。

2月6日，176号院的困难群众、老干
部收到第一份“爱心菜”，这是体育局系
统一群名为“党的儿女”的志愿服务人员，
每天为176号院运送100份爱心菜，直到
解除隔离。至今也查不出他们具体是
谁，只留下那个闪光的名字：党的儿女。

确诊患者所住单元实行 14天的全
封闭隔离，该单元共有 27 层，66 户居
民。因为全封闭，禁止出入，生活物资
供应、生活垃圾处理都成为严重问题。

面对困难，体育服务中心物业经理
叶帅宏等4名党员志愿者，在加强防护
的情况下，主动要求进入封闭隔离区，
一层一层，一户一户上门送爱心莱，运
送生活垃圾。

得知 176 号院发生疫情，共产党
员、省篮球协会主席张二周立即捐赠了
2000桶 84消毒液，250公斤酒精。

省体育中心主任黄礼代表党支部，
第一时间为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送
来了方便面、火腿肠、面包等食品。

党员志愿者的行动，让住户们无比
感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有的住户
哽咽着说：党员志愿者们是用生命为我
们服务。

一个多星期来，还有许多事例，感

动着困难中的人们，给他们送来最温暖
的服务。

机关服务中心党员陈亮，多次护送
两位密切接触者到医院检查。

体工大队有 3位住在院里的老人
因病住院，176号院隔离后，家人没法
照顾。体工大队知道后，立即安排人送
饭、联系护工。一位吃上了可口饭菜的
老人说：“今天午饭送来，我一下就哭
了，饭菜质量比家里送得还好，谢谢党
组织，谢谢大队领导。”

2月8日元宵佳节，省体工大队又给
176号院900多家住户每户送上两份元
宵。

7号楼一位老人生病需要住院，志
愿者在微信群里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
联系。局主要领导宣布：“176 号院居

民，不管是哪个单位的，我们全管！”
记者发现，一个多星期以来，住在

176号院的省体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奥运会冠军孙甜甜，局老干处处长曲
哲，每天工作到深夜，直至凌晨。

党组织、党员志愿者们不仅关注困
难群众，还关心全院群众的生活。局领
导多次到院内超市调研，在经八路街道
办事处体育社区的支持下，确保了 176
号院的蔬菜和日用品供应。

困难时刻，党旗在 176号院飘扬，
在176号院每位住户的心中飘扬！

球类中心党委书记、原中国男排主
教练谢国臣定点联系81岁的老干部王
洪潮，用情服务，用心服务，王老一口气
写了 5首诗发在微信群里：“手机一日
三次响，自报防疫志愿郎。问询宅家何

不便，随叫随到来帮忙。风寒地冻天色
晚，踏冰送菜到门上。排坛名将热心
肠，温馨扑面暖胸膛。听党指挥团结
紧，定将病魔一扫光！”

志愿者宋敏、周幸荣、苏郁、王斌手
机 24小时开机，帮助老干部处逐户了
解需求，上门服务。

这几天，176号院微信群出现最多
的词句是：

“感谢党组织，感谢每一位无私奉
献的党员！”

“泪目”……
是的，最困难的时候，有党在，有党

员在，就没有战胜不了的疫情，克服不
了的困难！

让我们众志成城，迎接战胜疫情后
的百花盛开……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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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复工开始，就要马力全开加
速运转，用效率的提升弥补时间
与资金的损失。

豫论场

今日快评

理性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高三生：做好人生的考题

别让侥幸心理害了你

众议

□本报评论员 丁新科

对个人而言，危急时刻，保持定力、泰山压

顶 而 不 崩 ，举 重 若 轻 行 动 坚 毅 ，方 显 英 雄 本

色。对社会而言，越是危难关头，越要维持良

好秩序。有章有法、有条不紊，才能凝神聚力，

保持经济社会在既定轨道内运行。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序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是当前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必

答题。缓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税款，减

免中小企业税费、房租，漯河出台应对肺炎疫

情、支持企业发展、稳定经济增长 30 条政策，

为企业切实减负；许昌加大金融支持，实施灵

活用工政策，帮助企业复工复产；鹤壁多部门

联动协调解决原材料供应、配套设备、生产资

金和应急物资运输通行等问题，为重点疫情

防 控 物 资 企 业 恢 复 生 产 保 驾 护 航 …… 连 日

来，全省各地坚持疫情严管控“不放松”，暖服

务“不断档”，以“真金白银”的政策投入，助企

业纾困解难。面对疫情防控重大考验，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有序，为我们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坚实基础，更凝聚起

强大合力。

毋庸讳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这个非

常时期承受着成本空耗、订单违约等一系列煎

熬，在艰难支撑下，有一些焦躁、恐慌的情绪也

实属正常。应该说，绝大多数企业都能理解并

遵从政府关于复工复产的安排，医药生产企业

加班加点生产，不少企业踊跃捐钱捐物，支援

防疫一线，展现了困难当头的责任担当。守望

相助，忍一时不便，是为了早日渡过难关，恢复

正常秩序。

当前，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时刻，须“一手

抓两头”，抓好防疫防控是前提，只有保障好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筑牢安全底线，经

济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又是解决疫

情的关键和基础。从治疗病患所需的紧缺物

资到居民日常所需的米面油菜肉等必需品，生

产链条环环相扣，流通环节缺一不可，统筹好

经济社会发展，就能为防疫工作提供强大的支

撑，这也是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必需。

分类指导，审慎有序复工复产，是理性而

现实之选。今年，补齐全面小康短板、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做好“六稳”工作等任务很重，

倒逼着各地各部门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下好先手棋，通盘考虑，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

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

障力度，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为完成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企业自身也要积极做好准备，在暂时不能

复工期间做好生产预案，维持基本的生产条

件，落实疫情防控的责任，确保生产安全与员

工健康，一旦复工开始，就要马力全开加速运

转，用效率的提升弥补时间与资金的损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依法有序、科

学应对疫情带来的困难挑战，凝聚起共克时

艰、共抗疫情的强大合力，我们坚信，疫情终将

成为过去式，春光依然灿烂！8

□刘婵

近日，“寒门学霸屋顶借 WIFI”的视频刷爆

河南人的朋友圈，淅川县二高高三学生全杰通，

成了让无数家长羡慕的“标兵孩子”。最新消息

让大家放下了心：县里知道情况后，送来了电

脑，安装了宽带，送了无限流量卡，孩子的学习

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全杰通的故事让我想

到了一个特殊群体，那就是四个月后即将高考

的高三学子。

按惯例，你们这个春节应该休息不了几天，

就得回学校埋头苦读。但因为疫情，同学们不

得不在家苦读了。如果这时候给你们讲“宝剑

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大道理，恐怕

有点招人烦，那我们就说点实际的。经历过高

考的人都知道，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没有什么新

知识点要学习了，重点难点老师早就划过一百

遍了，当下要做的无非是题海训练、查漏补缺、

巩固现有水平。这些事儿，在学校做、在家里

做，其实都一样，关键靠自觉。

固然有科学研究表明，游戏提升智商是真

的，一些高考学霸都爱玩电脑游戏。但大部分

人并不是学霸，所以不要很傻很天真也去没日

没夜打游戏了。任何成就从无到有，无不是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勤勉一分丰盈。你们即

将面临的高考，以及今后人生中面对的所有挑

战，莫不如此。

当然，学习只是一方面，尽力而为、无愧于

心即可，我站在今天回望高考，已然觉得那真

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等你们长大了、经历

了 ，迟 早 也 会 有 这 份 释 怀 和 淡 然 。 更 重 要 的

是，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大家能收获精神生

命的成长。

注意到了吗，这次战“疫”中的一些青年勇

士，可能比你们大不了几岁。河南中医药大学

的在校大学生朱顺超，第一时间赶到河南“小汤

山”现场参与建设，其间还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新乡医学院学生郝莺歌，把自己的毕业实习成

绩，写在了武汉抗疫一线；黄河交通学院大四学

生张梦龙，发挥专业特长，为乡亲们进行无人机

作业消杀……始于非常时期的成长之路，注定

艰辛，也注定不凡。

虽然我们绝不希望这样的灾难再来一次，

但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还有诸多未知风险，那

时候已经长大的你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能力

保护现在正在拼命保护你们的人？想清了这个

问题，眼前的高考就不再是分数高低的问题，这

是一道民族大义与个体命运的考题，一道突破

“小我”与成就“大我”的考题，一道懂得感恩与

尊重法治的考题。2

记者从河北邢台市获悉，2 月 7 日确诊的

河北邢台市内丘县隐瞒事实病例由于病程长

（1 月 18 日发病），隐瞒病史，失去最佳治疗机

会，终因新冠肺炎致多脏器衰竭，经抢救无效

于昨晚 8点左右死亡。（见2月9日新华网）
又一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去世，

这个消息让人心情特别沉重。与其他病人不

同的是，这位病人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是长时

间隐瞒病情，致使医务人员没有及早将其列

入新冠肺炎诊治行列，最终失去最佳治疗机

会而身亡。可以说，是侥幸心理，是无所谓的

态度，最终要了她的命。

肺炎患者，本来都应该得到关心爱护，但

由于触犯了有关法规，有的已被公安部门立

案侦查。在郑州，蜜蜂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已确诊新冠肺炎的职工郭某某，因隐瞒到过

武汉，已被单位开除。目前，全国新冠肺炎确

诊人数每天还在增加，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为

了让疫情尽快结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健康，任何人，请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隐瞒病

史和外出经历，更不要疏忽大意随意外出。

为自己，为家人，也为公共安全，请做一个“听

话”的公民吧！8 （张东阳）

一针见“效”。8 图/张祁添

画中话

特殊医保福利要跟进
近日，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全面优化医疗

保障经办服务的通知》，共提出 12 条具体措

施，包括便民利民措施 6 条，加强对医院服务

保障措施 3条。（见2月9日《新京报》）
在疫情流行的特殊时期，打破平时的条

条框框，让患者到任意一家具有相应资质的

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均可享受到相应的医保

福利，这对于控制疫情有利。同时，对于明确

诊断并需要长期用药的患者，在保障用药安

全的前提下，给予医生根据病情适当增加开

药量的权限，这一特殊的规定也可以减少患

者的就医次数，进而减少传播疫情的机会。

不仅如此，在医保福利等方面，也有必要

临时作出政策调整。比如，在疫情流行期间，

很多患者对医院避之唯恐不及，医疗机构也

希望民众尽量不要到医院去，这样一来，一些

本该住院的患者，就选择了在门诊看病。在

此期间，医保费用的约束力度就应该放松一

些，尤其应该多通过日间手术等途径，让更多

需要住院但选择在门诊就医的患者，享受到

住院报销的待遇，等疫情过去后再恢复原样，

使这类特殊政策制度化、规范化。8

（罗志华）

疫情袭来，党员在行动

图① 坚守在深夜中的党员先锋岗。

图② 党员志愿者在分发爱心菜。

图③ 省航管中心的无人机装载消
毒液，准备在楼院中升空“战疫”。

图片均由省体育局机关党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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