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后——正担当 00后——正成长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刘克

“今天的天气真好，爸爸接奶奶
回家了。”2月 9日，李文超发了一条
朋友圈。

发出这条微信，李文超心头茫
然。养育自己的父亲和奶奶接连撒
手而去，24岁的李文超难抑悲痛。

办理奶奶的后事只用了一天，
李文超立即重返郑州市二七区兴华
社区的疫情防控值守点。照旧是晚
上 10点到早上 7点的夜班，照旧是
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李文超是二七区检察院办公室的
一名文书。郑州市疫情防控工作启动
之后，他主动报名参加疫情防控一线
值守工作，被派往兴华社区值守点。

“值守点上只有一个凳子和一张
桌子。对于夜班来说，凳子可有可无，
谁都坐不住，站起来四处走走、跺跺

脚，还能暖和一点。”李文超说，8个小
时的夜班挺难熬的。前半夜，经常有
居民进出，忙着测体温、询问、登记，能
说上句话，缓解一下。后半夜进出人
少，多数时候只能自己跺脚了。

“李文超平时不爱说家里的事
儿，直到看见他朋友圈的那句话，同
事们才知道了他家里的状况。他的
父亲是去年 8月份意外去世的。”二
七区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张永杰说，

“家里的事多，小伙子硬挺着，还坚
持报名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父亲去世后，李文超就成了家里
的顶梁柱，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照顾怀
孕的妻子，照看读小学的 12岁的妹
妹。单位的工作他也没有落下，同事
们都称赞他“有才、靠谱”。张永杰说：

“他很踏实，整理材料、撰写文稿、制作
PPT，拍摄剪辑视频，任何紧急的任务
交到他手里，都会让人觉得放心。”

疫情防控工作开始时，他的奶奶

病情加重住进医院，怀孕的妻子突然
中风。他像一个陀螺转个不停，上午
带妻子到医院针灸，下午陪护住院的
奶奶，晚上坚守在疫情防控值守点。

“实在太困的时候，上午带妻子去医
院之前就先睡两个小时，下午陪护奶
奶的时候再打个盹。”李文超说。

“凌晨两三点，郑州的夜你见过
吗？郑州的夜一点也不寂静，每过
一会儿，就会有洒水车、环卫工人或
外卖小哥穿行而过。凌晨两三点外
卖小哥竟然还在送餐！为了守护这
个城市，有多少人在坚守岗位、作贡
献呀！”看着身边匆匆前行的那些普
通人，李文超备受感染、力量满蓄。

2月 25日，喜讯传来，李文超的
儿子降生了。在单位领导和同事的
劝说下，李文超同意休陪产假。2月
27日，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交
接工作，口罩上方，疲惫的双眼中，
透着几许坚毅。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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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6日
22:00 宁夏发现 1 例境外

输入型新冠肺炎病例，急寻密切
接触者

2月 27日
01:00 河南省慈善总会“防

控疫情 共克时艰”慈善项目累计
接收款物14802.92万元

05:00 河南全省 472 家景

区对全国一线医护工作者免门
票

07:00 中央多部门联合调

查组对刑释人员离汉抵京事件进
行调查

09:00 2 月 26 日 0 时—24

时，河南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

10:00 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
433例确诊病例，累计报告新冠肺
炎病例78497例

11:00 钟南山：疫情首先出

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

12:00 我国口罩日产能超

7000 万只，医用口罩日产突破
3000万只

15:00 国家林草局：全国收

缴39000多只野生动物

16:00 河南发布通知：对乱

捕滥猎候鸟开展全链条打击

17:00 教 育 部 ：2020 年 4

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延期
举行

18:00 河南通报新增1例死

亡病例情况：从周口转院郑州全
力抢救12天

19:00 商务部：组织投放 2

万吨中央储备猪肉

21:00 河南中医一附院收

治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全部治愈
出院

22:00 意 大 利 累 计 确 诊

528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新增 2
例死亡病例

微 博 关 注 大 河 报 发 起 的
话题 #疫情实时播报#

（播报整理 孙轶 刘皓文）

大河24小时一日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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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6日 22时至2月27日 2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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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喜雨送春归，浉水尽别情。说不完的感谢话，道不完的
战友情。

2月 27日清晨，信阳市委党校医学留观点内，在此度过
了医学观察隔离期的省援助信阳医疗队队员和信阳市新冠
肺炎集中救治首批轮换出来的医护人员，依依惜别。之后，
他们将返回各自原来的工作岗位。短短20多天，他们结下
了战友情谊，如今是那样难舍难分。

“亲爱的战友，欢迎你们平安归来”“迎击疫情，碧血丹
心突击队；同舟共济，感谢生命守护神”……会场鲜红的标
语传达着老区人民的心声。一捧捧娇艳的鲜花、一次次深
情的拥抱，送给一线最美逆行人。

信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信阳市副市长侯钦东
等赶来看望和送别援助老区的英雄们。侯钦东动情地说：

“你们不负省委、省政府的重托和信阳880万人民的期望，圆
满完成了此次支援任务。你们是人民的健康卫士，是信阳人
民的功臣，是抗击疫情的英雄。我代表信阳市委市政府、信
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向各位白衣天使、最美逆行者和全市
广大参战医务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月 3日，省里组建首支省内援助医疗队——河南省肿
瘤医院援助信阳医疗队，该院党委副书记徐红伟率队出
征。11名来自重症、呼吸内科、麻醉、超声、护理等专业的医
疗队员中，“90后”占近一半。到达信阳后，他们立即进入信
阳市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信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隔离
病区，同先期进入的信阳市医护人员一起，组建完善了 ICU
重症救治系统，全力救治重症、危重症患者。

面对不断增加的危重症患者，设备不足，人员不够，怎
么办？省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危
重症学科主任张国俊立即向省城求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紧急派出2批 9名医护人员，携带ECMO等医疗设备、
药品和防疫物资前来支援，与省医疗救治专家组会合。

省医疗队救治组组长、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
师吴红波依依不舍地说：“援助时间虽短，但我们的收获是
永恒的。我们在这里挥洒汗水，辛苦工作，没有抱怨，只有
相互‘加油’。我们体会到了胜利的喜悦，感受到了战友们
的真挚情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老区人民有需要，我们随
时准备回来战斗！”

在隔离病区与省医疗专家队一起战斗了 20多天的信
阳市中心医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护士长陆俊感激地说：“省
肿瘤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老师们，在我们最难的
时候驰援信阳，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技术、人力、物资等方面
的大力支持。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

一方有难八方援，患难之处现真情。在省医疗专家组
和信阳参战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信阳已经连续 4天无
新增确诊病例，累计报告的 274例确诊病例中，已治愈 227
例、出院221例。

感谢有你，我们共度寒冬。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
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待到春花烂漫时，信阳约你们再来，
看山看水看蓝天，品红品绿品毛尖！③8

本报讯（记者 孙欣）2月27日，记
者获悉，省检察院制定印发《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积极服务保障企
业复工复产的八条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要求全省检察机关在疫情
防控工作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为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有力司法
保障。

《意见》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
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严厉惩治扰
乱市场秩序、阻碍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侵害企业财物、侵犯企业知识
产权等犯罪行为，对此类案件，要
优先办理，快捕快诉，从严从重，为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营造良好法治
环境。

《意见》要求，从全局高度依法

审慎办理企业人员涉嫌相关犯罪
案件。要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全面
准确把握办理企业人员涉嫌相关
犯罪案件法律政策，对于在疫情期
间，受疫情影响发生的涉企业生产
经营相关案件，坚决避免将民事经
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坚决避免
将一般的企业经营自救行为认定
为刑事犯罪，坚决避免将一般的违
法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

《意见》强调，更加精准把握和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企业经营者，
或者是对企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而且确实
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坚决落
实“ 能 不 捕 的 不 捕、能 不 诉 的 不
诉”。积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符合从宽处理条件的以更大的
幅度依法从宽，能不判实刑的就提
出适用缓刑建议。③6

本报讯（记者 曹萍）2月 27日，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近日我省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内感
染防控及医务人员防护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以进一步做
好全省医疗机构内新冠肺炎的感染
防控工作，规范医务人员的诊疗行
为，确保感染防控及医务人员防护
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通知》从防范化解感染暴发风
险、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强化预检分
诊能力建设、优化预检分诊流程等九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各医
疗机构要设立防护监督员，在每个潜

在污染区、污染区出入口设置检查点
并配备1名防护监督员，对医务人员
的穿脱防护用品情况给予监督、指导
和帮助。防护监督员要熟知医用防
护用品的使用方法、穿脱流程，知晓
发生职业暴露后的处置流程。

同时，针对媒体宣传中出现的
医务人员“轻伤不下火线”的情况，
《通知》特别要求，各医疗机构要结
合工作强度和岗位特点，合理调配
医务人员，科学安排诊疗班次，保持
医务人员合理休息，不鼓励带病上
岗，并加大医用防护用品等相关物
资保障力度。③4

我省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内
感染防控及医务人员防护

省检察院出台意见
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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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超：守护郑州的夜

□冯小敏 摄影报道

今年 29岁的崔俊霞，是焦作市武陟县疾控中心检验科的一名工作人
员。疫情发生以后，有生物安全上岗证和护理经验的崔俊霞，主动担当起为
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及密切接触者进行采样送样的工作，其间流程繁琐复杂
且风险极高，她却乐观地把自己称为病毒样本“携带者”。

目前，她已经和同事连续工作了36天，很多次都是凌晨两三点才结束一
天的工作。⑨6

“90后”姑娘崔俊霞

特殊的病毒样本“携带者”

上图：2月 26日，送检返回单
位后，崔俊霞和同事忙着填充防护
物资，以备随时使用。

下图：崔俊霞与市疾控中心工
作人员在进行样本交接。

更多新闻请看
河南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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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10 天，每天 100
万只口罩投放市场

2月 26日 0—24时，我省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1例（南阳市），新增
出院病例39例，死亡1例。解除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697人。截至 26
日 24时，全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1272例，累计出院1062例，目前
在院治疗190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

针对大家关心的口罩问题，省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省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张若石介绍，2月26日，
第三批口罩市场投放已经开始，每天
100万只，连续投放10天，覆盖全省。

张若石还介绍了省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单位协作联动情况。省市场监管
执法稽查部门对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等
防护用品、野生动物违规交易等违法行
为进行了有力打击，截至2月24日，查
办案件 993起，查获假冒口罩 223万
只；省卫生健康部门持续推进防疫科普
工作，截至2月26日，共创作传播316
个科普产品，累计播放量5.6亿次。

全省 300 多万名志愿
者投身防疫一线

“我省 300多万名志愿者踊跃参
加防疫一线志愿服务。”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赵云龙介绍，1月28日，省文明办
向全省发出《关于号召广大志愿者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倡议书》，各省辖市
及各县（市、区）立即行动，省市县三级
动员的积极态势在我省形成。

广大志愿者踊跃参与防疫知识
宣传、社区和村庄值守、交通站点检
查疏导、特困群体帮扶等服务活动。
全省各级道德模范、好人群体、优秀
志愿者纷纷捐款捐物，彰显了出彩河
南人的道德光辉。

赵云龙介绍，全省各地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充分发挥扎根基
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成立抗击疫情志
愿服务队，动员组织150多万名基层志
愿者加入城乡社区防控等志愿服务，筑
牢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群众基础。

全省各级劳模捐款捐
物共计6.15亿元

省总工会发出倡议，号召全省广
大职工、劳模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
战，并在全省组织开展“和你在一起”
职工志愿服务活动，助力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工复产。
省总工会副主席黄建中介绍，据

不完全统计，全省各级工会共组建职
工志愿服务队 21312支，参与疫情防
控职工志愿者 67.8 万人。全省各级
劳模捐款捐物共计6.15亿元。

“为更好服务职工，省总工会开
通 400-680-6101心理援助热线，提
供24小时免费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各
地工会组织专家、律师开展24小时热
线法律援助志愿服务。”黄建中说。

青年志愿者服务时长
累计超116.3万小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团省委
广泛动员，招募应急青年志愿者 3.9
万名，成立青年突击队 843 支，服务
时长累计超116.3万小时。

团省委副书记李丽介绍，除了当
好线上线下“宣传员”，全省共有 1.6
万名应急青年志愿者坚守在社区和
村庄防控一线，当好“守门员”。

为当好白衣天使家庭的“守护
员”和青少年的爱心“联络员”，我省
启动共青团关爱“一线”医务人员家
庭“手拉手”等专项志愿服务行动；全
省 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团委全
部开通“12355”心理服务专线，心理
咨询师24小时在线轮值服务。

150 万名巾帼志愿者
点亮女性的高光时刻

“疫情发生以来，省妇联积极组
织动员妇联执委、妇女代表、‘四组一
队’、‘最美家庭’等加入巾帼志愿服
务队伍，全省共有 150万名巾帼志愿
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省妇联

副主席平萍说。
活跃在全省 4.8万个社区和村庄

的巾帼志愿者起早贪黑参与联防联控，
构筑起守护社区、村庄的有效防线。

面向援助湖北一线人员的家庭，发
起“豫爱共行，防抗疫情”公益项目和“三
送”娘家人暖心服务行动，募集资金286
万元，为“逆行者”守护好“家港湾”。

郑州 21.45 万名志愿
者温暖整座城

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
主任裴保顺介绍，郑州不仅全面启动

“绿城使者——小红象·健康行”志愿服
务行动，还切实发挥“社区党建+志愿
服务”工作模式的优势，全力筑牢社区
联防联控第一道防线，积极团结社会各
界志愿服务力量，全方位践行“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裴保顺介绍，自行动启动至 2月
27日零时，全市共招募志愿者 21.45
万名，其中党员志愿者12.86万名，近
5天日均上岗志愿者达十万余名。

“参与疫情防控是每个
志愿者的光荣”

“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是我们每
一个志愿者的光荣。”新闻发布会上，郑
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牛振
西代表广大志愿者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红十字水
上义务救援队除坚持水上救援外，还
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26名队员
自愿报名参加所属社区疫情防控工
作，积极开展暖心便民服务，并协助
河南省红十字会装卸转运援助疫区
防护用品万余件。③5

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有

哪些新进展？在抗击疫情

中，广大志愿者发挥了怎样

的作用？2月27日，在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十八场新

闻发布会上，省委宣传部、

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

省卫健委、郑州市委宣传

部、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

救援队等相关单位和组织

的负责人，就以上问题，回

应了公众关切。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八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中原大地处处闪耀“志愿红”
□本报记者 陈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