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32020年2月 13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高超 李昊 美编 周鸿斌

●● ●● ●●

争做 河南人 战“疫”一线的最美身影

□本报记者 赵同增

帐 篷 外 麦 苗 青
青 ，枕 畔 风 声 阵 阵 ，
从 帐 篷 缝 能 看 见 星
星 ……2 月 10 日 23
时，延津县委统战部
派驻榆林乡王村第一
书记苏栋，结束了一
天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村口临时搭建的简
易帐篷里再一次辗转
难眠。

春 节 前 ，得 知 有
村民从武汉返乡，一
顶十几平方米的帐篷
就悄然搭建起来。近
20 天来，苏栋带着 5
名村“两委”干部吃在
帐篷、工作在帐篷，晚
上 苏 栋 还 睡 在 帐 篷
—— 这 顶 小 小 的 帐
篷，成了全县抗击疫
情的“前哨”，苏栋被
村 民 们 亲 切 地 称 为

“帐篷书记”。
“ 咋 能 睡 得 着

啊？全村1300口人的
健康揪着我的心，疫
情一天不结束，我心
里就一天难踏实！”白
天故作轻松鼓励大家

的苏栋，在深夜卸下“伪装”，向记者坦言
“真苦”。

白天忙，睁开眼就要马不停蹄地排查
疫情、消毒杀菌、安抚群众；晚上冷，寒气
逼人，帐篷四处透风，穿着衣服裹着被子
还常被冻醒；生活条件差，帐篷没通自来
水，用酒精喷一喷、抹一抹权当洗手洗脸，
忙起来两顿饭并成一顿吃……41岁的苏
栋本来体质就弱，近 20天下来实在有点
吃不消。

“这都不算啥，关键是心理压力太
大。”苏栋说，2月 2日，4名从武汉返回的
村民成为全县最早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他主动给乡里、县里立下了阻
断病毒传播的“军令状”，一根“弦”越绷越
紧，生怕出一点岔子。

“苏书记你放宽心放手干，俺全村人
都支持你、配合你！”可爱的村民们，纷纷
发来微信给他打气。

榆林乡党委把王村作为重点“扶持对
象”，组织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品，优先划
拨到王村；协调乡里的两个超市，送货上门，
集中为村民供应果蔬粮油等生活用品；安
排一组乡干部专门对接，全天候服务王村
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以赴支援王村战“疫”。

县领导也对苏栋的工作提出表扬。
延津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新生说，村
里出现确诊病例，苏栋不当“逃兵”，在最
危急的时刻“逆行”回村和村民并肩作战，
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精神。

“群众的关心理解，各级党委、政府的
认可支持，让我十分感动，也是我的动力
源泉。”野营多日，“帐篷书记”不显疲态，
总能精神饱满地出现在群众面前，带领大
家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群众情绪稳定，大
家对未来充满信心。

最新的消息传来，4名被确诊的村民
病情稳定，其中3人在不断好转。

“让群众健康，让群众满意，让组织放
心，再苦我也不怕，再累也值得！”苏栋
说。③8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本报通讯员 潘高峰

在疫情防控检测点一侧的简易帐篷里，41
岁的他静静地躺着，身上穿着一件军大衣，胳膊
上戴着写有“疫情防控”字样的红袖箍，身旁还
放着一桶没吃完的方便面……

2月 9日凌晨，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机关
干部艾根立，一位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共产
党员，因突发心肌梗死，不幸离世。

“2月 8日，根立和我一起值班，俺俩白天入
户排查，开展防控宣教，晚上到卡点执勤。前半
夜他在外头执勤，后半夜回来时脸色不好，我劝
他回去休息，咋说他都不走，说能挺住，谁知他
这一觉就再没醒来。”2月 11日，颍川街道办事
处商贸社区工作人员文豪在接受采访时，眼中

泪花闪动。
“根立工作踏实，任劳任怨，大伙儿遇到解

决不了的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这次疫情防
控，他说‘我是党员，就要到一线去’，主动请缨
来到流动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商贸社区……”同
事张普高提起艾根立，语含悲痛。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艾根立以
饱满的工作热情全身心投入到社区防控一线。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他不仅开通了“大喇叭”，还
采用戏曲、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入
户排查，他立下“军令状”，牵头实施网格化管
理，确保返乡人员不漏一户、一人，共排查出武
汉及周边地区返乡人员10余人。

隔离的是病毒，隔不断的是关爱。隔离
群众是否发烧、思想状况如何、能不能吃上新
鲜蔬菜，都牵动着艾根立的心。他每天都打

电话了解隔离户家中情况，帮助他们代买生
活用品，直到每个隔离人员平安度过隔离期。

2 月 8 日是元宵节，艾根立从 2 月 6 日就
开始连轴转值班，不分昼夜。“元宵节晚上，天
气那么冷，在别人吃饺子、汤圆的时候，根立
就吃了一个面包、泡了一桶方便面，想想这就
是他最后的晚餐，我心里特别难受……”文豪
讲至此处，已泣不成声。

忘我工作的艾根立，家中还有患病的父
亲和一对未成年的儿女。69岁的父亲艾文斌
坚强地说：“我会好好把孙子、孙女照顾好，告
诉孩子们，他们的爸爸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
儿。”

2 月 10 日，禹州市委追认艾根立同志为
“禹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号召全市党员干部
向他学习。③4

诞生在
春天的希望
□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牛静雅

2月 7日，初春。随着一声清脆
的啼哭，武汉返乡人员李琴顺利产
下一个漂亮的女婴。好消息传来，
不仅让这个被疫情影响了多天的家
庭一片欢腾，也让值守了十几天的
巩义市回郭镇北罗村党员志愿者们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疫情来袭，从大年初一开始，
北罗村就开始逐家逐户对外地返
乡人员进行摸排。当来到 5组的李
国富家中时，得知李国富的女儿李
琴和女婿郭伟刚从武汉返乡，正在
家里居住。了解到这个情况，党小
组长孙新峰一边安排人向村里汇
报，一边对返乡人员进行详细登
记。

工作一开始比较顺利，但当得
知要被居家隔离时，郭伟情绪激动：

“爱人马上就要生产了，现在把我们
隔离了，不是想让我们死吗？”大吵
大闹引来了许多邻居的围观。孙新
峰一边劝解群众赶紧回家、避免聚
集，一边冒着危险走进李国富家中，
安抚他们的紧张情绪。随后，镇村
干部纷纷赶来，说政策、讲道理，让
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暂时承诺做
好居家隔离工作。

离开李国富家，北罗村“两委”
立即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承
诺不能代替监督，必须有人 24小时
值守。但北罗村从武汉返乡人员就
有 12 名，村“两委”总共不到 10 个
人，还要统筹卡点值守、滚动摸排等
任务，就算三头六臂也难以兼顾。
孙新峰主动请缨：“国富是我们 5队
的，支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党
小组吧，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孙新峰在5组的党员群发
布了需要有人值守的消息。数九寒
冬，气温很低，谁不想全家团圆、守
着暖气过大年。但是听到有任务，
党员们纷纷报名。妇女党员李会转
和老支书孙金虎挺身而出：“我们离
国富家比较近，这个工作还是安排
给我们吧！”就这样，两个人轮流值
守十几天，直至李国富一家全部解
除隔离。

在安排党员值守的同时，北罗
村党支部安排村医杨阳每天上门测
量体温，消毒消杀，并了解孕妇情
况；建立微信群，将李国富一家拉到
了群里，及时通报疫情防控的最新
进展，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安排党员
开展专门服务，帮助买水、买蔬菜、
买面粉，确保他们家庭生活无忧。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李国富一家
人心里的坚冰慢慢被融化，郭伟还
专门发来微信：我非常理解你们，回
到武汉，我也要做志愿者。

2月 5日，正在值守的李会转听
到李国富家中传来嘈杂的呼喊，原
来是郭伟突然发烧咳嗽。李会转
立即拨打了 120，并向村党支部进
行汇报。当救护车将郭伟接走检
查时，李国富一家已经乱了方寸。
形势紧急，包村干部和村干部纷纷
赶来，对李国富一家进行疏导劝
解。在寒冬的风雪里，大家坚持了
一夜，终于使李国富一家人的情绪
得到平复。紧接着，从医院也传来
了好消息，郭伟经过认真检查，排
除了新冠肺炎。

2 月 6 日晚，李琴出现产前征
兆，周围的党员群众纷纷赶来，有的
帮忙拿东西，有的帮忙抬担架，有的
忙着疏通村里卡点。第二天早上，
好消息接连传来，李琴的女儿顺利
降生，同时李国富一家经过医学检
查、防疫部门审批等程序，可以解除
隔离措施。听到这个消息，一直在
门外值守的孙金虎和李会转在第一
时间撤掉了警戒线，把他们接出了
门外。

此时的大门外，是冬日里难得一
见的湛蓝天空，太阳将自己的阳光毫
无保留地洒满每一个角落。③4

（为保护个人隐私，部分当事人
采用化名）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杨元琪

女儿站在家门口哭喊着想要抱抱，父亲蹲
在门外楼梯上默默吃饭，泪水在眼里打转。短
短十几秒的画面，却感动了无数网友：“每个人
都是英雄”“加油，你们是最棒的”……

记者 2月 12日了解到，视频中的男主人公
叫郑磊，是平顶山市公安局光明路派出所交管

巡防大队的一名辅警。由于在防
疫一线执勤，很多天没回
家，元宵节晚上，妻子叫

他挤时间回家吃顿团圆饭。考虑到家人的健
康，郑磊便蹲在了门外的楼梯上，就着板凳吃了
起来。

此时，2岁多的女儿看到多日未见的郑磊，边
喊爸爸边伸开双手，准备向他跑去。郑磊立刻戴
上口罩，提高嗓门：“不能出来知道不知道！”听到
爸爸的“训斥”，吓得女儿往后退了两步，哭喊起
来。这一幕恰好被妻子罗俊姣拍了下来。

罗俊姣介绍，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郑磊
一直冲在前线。从 2月 5日起，他就没进过家
门，吃饭就蹲在门外，睡觉就在地下室。“拍视频
就是想留个纪念，等孩子长大后告诉她，她爸爸

也曾为打赢这场仗努力过。”罗俊姣说。
郑磊今年 31岁，2011 年大学毕业应征入

伍，2013年底从部队复员，第二年加入公安队
伍。记者翻看郑磊的朋友圈发现，这样对家人
的亏欠不是第一次。“今天我们家的小森森百天
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没有蛋糕，没有气球，只
有我们满满的祝福，我们都爱你！”2月 4日，郑
磊在岗哨上写给儿子一段“百天”祝福。

“作为公安队伍中的一员，我很荣幸参与抗
击疫情，这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郑磊说，等
战胜疫情，一定还女儿一个大
大的拥抱。③4

□本报记者 李茜茜

2月 12日早上 6点，天蒙蒙亮，卫元明就带
着老伴去村口的卡点上岗了。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他每天都带着老伴执勤。

“我们村临近高速公路，人员流动较为频
繁，早点儿去几个卡点转转，心里踏实。”卫元明
说。

今年 66岁的卫元明是济源示范区轵城镇
泥沟河村党支部书记。1月 25日，济源启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要求在村、社区的开
放路口设立检查站，对出入人员测量体温，进行
健康登记。接到通知后，卫元明作了难：“老伴
两年前患脑血栓留下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女
儿还在郑州上班，这可咋办？”

他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带着老伴去上岗。
“卡点人来人往，有一定危险。可我不仅要

对家人负责，更要对村里父老乡亲负责！”他告

诉记者。
卡点环境简陋，只有一顶帐篷，四处透风。

为了不冻着老伴，他只能让老伴坐在车里。经
常是他忙到夜里 11点多，想起回家的时候，老
伴已经在车里睡着了。

眼下，正是村里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虽
然累，但既能看护老伴，又能照顾全村，我放心
了许多！”他笑呵呵地说。

从泥沟河村西行 5 公里，便是南王庄村。
在这里，同样有一个闯“关”上阵、奋斗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身影。尽管已是花甲之年，但只要前
方有人员或者车辆出现，原根平总会戴着口罩，
拄着双拐，走上前去。

原根平是南王庄村的村委会主任。去年
12月，因为股骨头坏死，他住院做了手术。出
院后，医生叮嘱他要在家休息3个月。

然而，看到村里党员干部齐上阵，在家静养
的他坐不住了。

“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我虽然腿脚不方
便，但坚决不拉后腿！”尽管有村民劝阻，原根平
毅然拄着双拐上了“前线”。走起路来有点吃力
的他，对疫情防控工作没有丝毫马虎。

当原根平拄着双拐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
时候，邻村聂庄村的党支部书记王文艺则瞒着
妻子，悄悄地把自家 4亩制种白菜苗低价转给
了一个村民。

如果移栽到大田里，4亩制种白菜一季能
收入 1万多元，但菜苗低价转让才千把块。得
知消息后，妻子不愿意了。“疫情防控形势这么
严峻，我是村党支部书记，哪有时间移栽白菜
苗，疫情结束了总会有办法。”王文艺宽慰妻子。

现在，王文艺带着村里的党员干部，坚守在
卡点执勤，测量过往人员体温、协调返村人员隔
离、宣传防疫知识，忙得团团转。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这几位坚守岗位
的村干部，村民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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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景是唐河县疾控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她的爱人
方显是唐河县公安局派驻郭滩镇前湾村驻村第一书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警医夫妻均奔赴抗疫一线。 新华
社发

警医夫妻 携手战疫

“我是党员，就要到一线去”

①方显（中）在测量一名居家隔离村民的体温。
②方显在工作后与妻子牛景视频通话。
③牛景（右二）和同事在工作中（2月6日摄）。
④方显（左）与工作人员骑着电瓶车在村里宣传防疫

知识（2月7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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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咫尺，他欠女儿一个拥抱

村干部“上岗”记

编者按

不论在战“疫”前线，还

是在后方；不论年幼，抑或年

长；不论是医护人员、基层干

部，还是公安干警、志愿者，

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他

们逆行而上、冲锋在前，带领

群众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成

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最亮丽

的风景。让我们走近他们，

用纸和笔勾画出他们的最美

身影，记录这群“出彩”河南

人的最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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