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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殿勇 刘勰

口罩来得真是时候！2月 12日 9
时，两辆载有 2.3万只 FFP2、FFP3（相
当于 N95级别）标准欧盟产一线医用
口罩、6190套一线欧盟医用防护服的
卡车，缓缓停靠在郑州机场国际西货
站。

这批防疫物资是爱心企业河南康
利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旭日进
出口有限公司从欧洲紧急采购回来
的，历经十余个小时飞行，空陆联运跨
越1万多公里终于抵达郑州。

在郑州机场，郑州市接收方代表
十分激动：“这批医疗物资真是太及时
了，当前郑州抗‘疫’紧缺一线医疗防
护物资，尤其是高标准的口罩。你们

运回的这批物资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为了采购这批防疫物资，全国人

大代表、郑州市政协副主席、河南康利
达集团董事长薛景霞和她的团队轮班
倒“无时差”地工作了286个小时。

时间回溯至1月31日，当得知郑州
要建“小汤山”模式医院时，薛景霞就想
着从境外购买一批防疫物资援助医
院。“抗击疫情，我们靠行动说话，现在
正是体现我们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和担
当的时候！”她马上联系了郑州旭日进
出口公司董事长王辉，组建了境内和境
外两支团队。克服企业没有医疗器械
经营资质等重重困难，组织人员在德
国、法国、芬兰、比利时、土耳其等国一
个药店一个药店地找，一个便利店一个
便利店地“扫”，一个供货商一个供货商

地问，终于组织完成这批医疗物资。又
跨越万里时空，开启 24小时“无时差”
工作模式，将首批物资运回郑州。

据了解，康利达集团已于 1月 29
日带头向郑州慈善总会捐款 300 万
元，用于郑州抗“疫”工作。此次从欧
洲十余个国家共采购欧盟产一线医用
FFP3、FFP2口罩 12.3万只、一线医用
防护服 1.9 万套、医用护目镜 1万个，
重量超过 13 吨。由于近期国际航班
比较紧张，这批物资将分五批发回中
国。其中，4 万只口罩将捐给河南版

“小汤山”医院。
“为了守护好河南人的健康，保护

我们的南大门，我们向信阳、南阳各捐
赠口罩3万只，为全面打赢这次战‘疫’
贡献民营企业的力量。”薛景霞说。③6

跨国采购医疗物资支援一线

河南民企助力抗“疫”很给力

▼2月13日，进
城人员在德上高速
永城站出入口登记
个人信息并接受检
测。⑨3 孙海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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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领导 迅速出击
凝心聚力抗击疫情

1月 21日，我省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
全面抗击疫情的枪声已经打响。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迅速做出反应，第一时间
组织动员、周密部署，筑起了抗击疫情的坚固
防线。

第一时间研究制定应急预案。1 月 22
日，医院召开了专题党委会，研究制定了《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为全院疫情防控绘出全面“作战图”。
会上还成立了由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担任组
长，领导班子成员担任副组长，重要部门负
责人为成员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成为指挥
抗击疫情的“中枢神经”；设置了防控专家
组、综合组、督导组、应急救治协调组、物资
保障组等配套部门，建立了完善的疫情防控
工作机构，统筹做好遏制疫情蔓延、救治患
者、整合医护力量等各项工作，确保医院党
委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

第一时间安排部署防控工作。1 月 23
日，医院疫情防控工作动员部署会、疫情防控
专题院务会相继召开，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及决策部署，将全
院的思想统一到防控工作上来，将全院的力
量凝聚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来，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各工作小组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负责、守土尽责，倾尽全力投入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中。

召必回，回必战，战必胜！当春节的假期
刚刚开启，人们都背起行囊踏上出行或返乡的
路程，全院职工在接到返岗通知后，都调转脚
步奔赴抗击疫情第一线，在医院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的坚强领导下，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全力
以赴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

紧盯重点 多措并举
争分夺秒挽救患者

重点场所，严防死守。面对突然袭来的
疫情，医院的预检分诊处、发热门诊成为抗击
疫情的重要阵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紧紧抓住这些重点区域，重点突击，从场
所改造、流程规范、人员配置、物资保障等多
方面迅速发力，牢牢守住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关口，确保不漏掉一个病人，确保每一个医护
人员的安全。

为了避免患者在发热门诊排队、降低疫情
扩散风险，医院在原有成人发热门诊的基础上，
连夜进行改进，新增成人发热门诊一个，并合理
设置了患者候诊区，进一步规范强化就诊流程，
紧急调配一组医护人员入驻，实现了两个成人
发热门诊同时接诊，大大缩短了患者就诊时间，
为病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同时针对医院
儿童患者较多的情况，医院专门设置了儿童发

热门诊于2月3日投入使用，设有“独立候诊区”
和“评估区”，分流、诊治儿童发热患者，有效降
低交叉感染概率，保证患儿的就诊安全。

1月 29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被省卫健委确定为省级定点救治医院，医院用
最短的时间成功改造感染隔离病房、组建感染
病区医护团队、提供物资保障，仅仅两天就达
到了接收确诊病人的要求；并发挥中医药特
色，建立了中西医协同机制、每日远程会诊指
导机制，全面展开了对确诊病人的救治工作，
争分夺秒挽救患者生命。

重要物资，全力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当“战士们”在防控疫情一线冲锋陷阵的时
候，充足的物资供应是打胜仗的保证。在口罩、
防护服、消杀用品等物资全面紧缺的背景下，物
资保障组成立专班千方百计筹措物资。几天时
间内，他们多次赶赴外地，逐个探访当地医疗物
资公司，不放过任何一丝机会。在外期间，饿了
他们只能以方便面充饥，渴了就到超市借些开
水喝。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采购小组的不懈
努力，终于有所收获，暂时缓解了防护用品的紧
张状况，为前方的“战斗”打下坚实的基础。

重点人员，尽心保护。在预检分诊处、发
热门诊以及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由于直接接
触病人，存在较高的感染风险。为了保证他们
的安全，医院部署医务部、感控部、护理部等连
续对全体医护人员进行全面而详细的培训，同
时进行严格的个人防护用品穿脱示范培训考
核，感控部、市场部联合拍摄制作防护用品穿
脱视频，全天候在 15楼会议室循环播放；院领

导为全院职工发放消毒用品健康礼包，药学部
免费向职工发放防疫中药汤剂，降低职工的感
染风险。医院为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设置了
集中生活区，并一再细化、优化和改进他们工
作和生活的各种措施，院领导定期通过视频、
语音等了解他们的情况，确保每一名医护人员
的万无一失。

冲锋在前 勇做表率
让党旗高高飘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疫情防控正处于
胶着对垒状态，广大医务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下
去，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发挥
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牢记嘱托，不辱使命。疫情发生以来，中
医一附院全体干部职工纷纷主动请缨、踊跃报
名，积极要求投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
去，全院共有 1814名职工挺身而出。他们中
间既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有刚向组织递交
入党申请书的积极分子，有临床一线的医生、
护士，也有行政后勤等部门的普通员工。

医院党委根据各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的岗位特点和党员职责，精心组织，认真谋划，
在全院设立了 4个“党员先锋岗”、27个“党员
示范岗”和8个“党员责任区”，在防控疫情中实
现党员模范作用发挥“全覆盖”。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

个堡垒，疫情在哪里，党旗就在哪里高高飘扬。
他们中间有危重症科主任、老党员毛峥嵘，

关键时刻冲在前面，在发热门诊带领年轻同志
抗击疫情；他们中间有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中层
骨干冯博，大年三十刚回到郑州，第二天大年初
一又匆匆告别亲人赶赴疫情较为严重的新县，
第一时间参与患者救治；他们中间还有年轻党
员、门诊部护士李华，在新婚后的第四天毅然放
弃休假，返回岗位参与战斗……

他们中间还有获得“全国党建工作样板
支部”的医院后勤党支部，他们没有辜负这个
荣誉，以样板党支部的样板作风，发挥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一直在奋战。大年三十，跨
年搭建发热门诊候诊区，一天完成发热门诊
留观病房改造，两天完成感染性疾病病区改
造，每天 24小时做好后勤保障，甚至把办公室
的门都拆卸下来，连夜安装在疫情防控一线
需要的地方……他们一直在后方，默默守候。

他们中间有医院肺病科一区副主任王明
航、急诊科张龙、重症医学科宋国玲、呼吸科李
振鹏，被抽调加入我省支援湖北中医医疗队，
出发前医院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明航同志担
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彰显了在关键时刻共产党
员的政治担当和责任担当。

急危重、内、外科医学部党总支，儿科党总
支，医技、药学、医务、护理、感染控制……这样
的党总支、党支部和部门、科室还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党员还有很多很多，哪里任务险重哪里
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
先锋做表率。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在医院
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必将发挥克难攻坚、敢打敢拼的优良
传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战“疫”到底，决战
决胜！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奋战抗“疫”第一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医院支援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队员出征武汉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党员先锋

隔离病房内，医生正在救治患者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自我省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不忘初心，闻“令”而动，以对人民

健康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以坚定

高效的执行力、组织力、战斗力，全

院一盘棋，上下一条心，持续奋战

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用无私奉献

诠释了医者仁心，用实际行动彰显

了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通讯员 张玲霞 李学

【 】

【 】
【 】

（上接第一版）这是地区国家守望相
助的生动体现。我们将继续本着公
开、透明的态度，同包括马来西亚在
内的东盟国家加强防控合作，共同
维护地区公共卫生安全。我们也将
继续像对待本国公民一样，照顾好
马来西亚和其他外国在华人员。

马哈蒂尔代表马来西亚政府

对中国政府和人民遭遇新冠肺炎
疫情表示慰问。马哈蒂尔表示，马
方赞赏中方为应对疫情作出的巨
大努力和取得的积极进展，认为这
是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为维护世
界公共安全作出的贡献。作为中
国的真诚朋友，马方已经向中方提
供了一批医疗物资，并愿继续为中

方提供帮助。东盟国家愿同中方
就疫情防控开展合作。马方相信，
在习近平主席指挥领导下，中国人
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中国发展一
定能够恢复正常。马方高度赞赏
中方长期以来为促进马来西亚发
展所作贡献，愿深化同中方务实合
作，推进两国友好关系。

（上接第一版）
“土办法”管用，“新手段”霸

屏。党群议事会的微信群成为发
布防控信息、服务基层群众的又一

“神器”。“这户居民有人出现发热、
咳嗽症状，需要进一步观察”……
小区楼院的党群议事会微信群里
时常接到群众提供的线索，提高了
摸排效率。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创
新工作方法，推广分色标注、动态
监管的社区疫情防控“五色动态监
管图”。康桥华城社区的党员志愿
者冯忠彦介绍，五色动态监管图
中，红色代表从湖北返郑隔离的人
员，橙色代表从省外及信阳、南阳
等重点区域返郑的，黄色是指在市
区其他区域长住的，绿色代表春节
前后一直在家的，蓝色是暂无人居
住的空房。社区做到“五色定位”、
严格管控，而且全程可在手机上操
作，将疫情防控工作透明化、可视
化、精细化、动态化。

党群齐心协力
共筑坚强堡垒

在南阳市卧龙岗街道桃园社
区，记者了解到，社区党员、市直区
直单位赶来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
社区网格中的“两长四员”，坚守在
抗“疫”一线，打造守护社区的坚强
堡垒。社区居民邱大妈说，广大党
员干部就是我们的“贴心人”和“主
心骨”，为社区建起了防控疫情的

“安全网”。
在社区防控疫情一线，全省各

地到处可见党旗高高飘扬。在安
阳市峨嵋街道办事处丽豪社区沁
和苑小区，疫情发生后迅速成立 5
个党员疫情防控突击队、12个党员
先锋岗、5个党员责任区，带动群众
有序开展防控工作。“党员干部‘一
问二查三测四记’防控疫情，还组
织跑腿队、代办队、服务队，处处

‘严防死守’又充满‘温情’。”社区
群众纷纷点赞。

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郑东新
区祭城路街道第一时间构建起了

“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支部—小区
临时党支部—楼栋 (单元)党小组
长、党员楼栋长—党员楼层长—小
区党员”六级疫情防控塔形架构，
101 个小区设置了疫情监测公示
图，明确每栋楼、每个楼层、每个居
民的疫情防控情况。如果社区防
疫有紧急需要，3分钟报至小区临
时党支部，5 分钟报至街道党工
委。

目前，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
关键阶段，确保每个社区的安全，
才能保障整个城市的安全。全省
奋战在社区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一定压实压紧责任，坚
决打赢社区联防联控阻击战，让党
放心，让群众安心。③5

（报道组成员：记者 李林 龚
砚庆 陈学桦 任国战 孟向东 刁
良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
姣 张龙飞）

加点“爱”，给社区守护者

社区稳，则城市安。

采访社区一线，我们看到：社

区在各种严防死守中的坚定与沉

稳；我们听到：为不分昼夜冲锋在

前守护社区者的点赞与感谢。

“我们社区的王姐，天天在各

个楼院里忙个不停，这个时候，大

家都知道待在家里最安全，可她和

她的同事们把这份安全留给了我

们！”郑州书香华府一位居民坦言，

防控疫情是责任担当的“试金石”，

检验出党员干部的心里装着的是

咱老百姓。

防疫与病毒在较量，谁跑在前

面，谁就赢。

千百次的上门、问询、调解、安

抚，几乎磨破了嘴皮、敲肿了手、喊

哑了嗓子……采访中，记者看到那

些 社 区 防 疫“ 奔 跑 者 ”，有 的 因 为

“白＋黑”累瘫在小板凳上，有的连

续半个月冲在一线没回过家，有的

在冰天雪地里就着矿泉水吃下药

片又继续当班……

“社区就是一线，请给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人加点‘爱’，比如问

候 和 理 解 ，比 如 更 多 的 配 合 与 协

作，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控，让社

区成为大家共同筑起的坚强堡垒，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迎接春天！”

采访中，这样的呼声像暖流淌过心

田。③5 （本报记者 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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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社区这样筑起防疫“坚强堡垒”
记者手记

▲2月 11日，孟津县平乐镇新庄村村口，工作人员对进出车辆消毒。⑨3 谢宝
树 张宏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