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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3月 20日，副省
长武国定到脱贫攻坚挂牌督战重点
县汝阳县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武国定深入到汝阳县扶贫项目、
移民安置点、产业基地和农业产业
园，详细了解贫困劳动力就业、扶贫
项目复工复产、扶贫产业发展等情
况，并召开由市、县、乡、村干部参加
的座谈会。

武国定指出，今年是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之年。挂牌督战县要提升站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
响，凝心聚力战，啃下硬骨头。要精
准施策，紧盯剩余贫困户、脱贫监测
户和边缘户，摸清情况，分类施策，帮
扶到人，高质量完成脱贫目标。要用
好政策，研究用好上级出台的财政、
金融、土地、兜底保障等政策，千方百
计增加贫困群众收入。要确保质量，
要真脱贫、脱真贫，提高贫困群众的
获得感，坚决摒弃数字脱贫、算账脱
贫，在下半年开展的脱贫攻坚普查
中，努力交出满意答卷。③6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3 月 22日上午，由南阳市政府
侨办捐赠的 2 万只医用口罩，
将启程运往法国，支援当地疫
情防控和救治工作。

“疫情当前，大爱无疆，我
们向法国捐赠急需的防疫物
资，是向当地人民和华侨华人
传递共同战胜疫情的信心和
支持。”南阳市政府侨办负责
人表示，“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海外华侨华人积极捐款捐
物，为南阳防控一线提供了大
批急需的防护物资，这份情谊
我们不能忘怀，祖国也不会忘
记 那 些 身 在 海 外 的 游 子 同
胞。”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医用
口罩全部为南阳本地生产，该
批物资将从南阳直接起运，运
抵驻法国里昂总领事馆后，由
当地使领馆定向分配至防疫一
线和华侨华人手中。③9

□本报记者 李凤虎

3 月 22日，天气晴好，郑州市委
党校院内，大树枝头绿意渐浓。

上午9点 30分，在郑州市委党校
隔离休养的郑州支援湖北医护人员，
纷纷走出房间，到楼下进行核酸检
测，接受咽拭子样本采集。

“张超，我在这儿！”正在排队的郑
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张超
听到有人叫他，猛然抬头，看到正前方
有一个穿白色防护服戴护目镜的女工
作人员在向他使劲儿挥手。“声音这么
熟悉，老婆？就是！”张超仔细辨认，喊
他的竟然是自己的妻子李冰。

“老婆，你咋在这里，也不给我打
电话说一声！”张超激动地挥着手。

“惊喜吧！”李冰大声答道。
因张超属于新冠肺炎密切接触

者，还不能和李冰握手拥抱。张超走
到李冰面前，两人保持安全距离进行
了短暂交流，然后伸出双手隔空拥抱。

“照顾好儿子，隔离结束我就回
家了，家务活给我留着，我全包了！”
在咽拭子样本采集结束后，张超向正
在忙碌的李冰挥着手说。“放心吧！
我在家等你！”李冰说道。

张超告诉记者，妻子李冰在郑州市
中原区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工作，3月
22日，来到郑州市委党校收取支援湖北
医护人员的咽拭子样本。“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李冰一直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也很辛苦。我非常感谢老婆，
自从我2月9日奔赴武汉抗疫一线后，4
岁大的儿子一直由妻子和母亲照顾。”

张超 1988 年出生，他和李冰是
新乡医学院的同班同学，两人在大学
相识相恋，2014 年二人携手步入婚
姻殿堂。“我们夫妻感情很好，李冰是
一个温柔善良的人，非常会体贴人。”
张超谈起妻子充满柔情。

2月 9日，张超随河南省第五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奔赴武汉。3月 19
日，完成支援任务顺利返回郑州。

“在方舱医院里，听到最多的话
是患者对河南医护人员的感谢。一
位患者看我很辛苦，执意要给我拍照
留念，他说：‘虽然看不清你的脸，但
能看到你忙碌的身影！’这句话让我
内心充满了力量！”张超回忆道。

让张超最难忘的是3月 9日凌晨
2点至8点班，这是武汉市青山区方舱
医院休舱前的最后一个工作班。看着
舱里空荡荡的床位，张超思绪万千。

“等到疫情结束后，我一定返回
武汉看看场馆内人气旺旺的体育赛
事，看看武汉的美景！”张超说。③6

□本报记者 刘晓波 杨晓东

“我要跑北马”，每天进入隔离病
房，董义仁最外层穿的隔离衣上这几
个字显得十分醒目。

3月22日早上，武汉雨后初霁，董
义仁在驻地酒店外的小广场上正在做
10公里慢跑训练，他有一个小目标，
今年想出省参加马拉松比赛，这样的
适应性训练他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

50天前的 2月 2日，洛阳东方医
院急诊医学科主管护师董义仁跟随
我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
汉，随即开始接管病区救治病人。

第二批医疗队接管病区的病人普
遍年龄大、病情严重并伴有复杂的基础
病，刚开始的几天陆续有病人去世。和
大多数队员一样，董义仁白天吃不下
饭，晚上睡觉不敢关灯，身体劳累加上
心理波动，那段时期过得很煎熬。

为了排解压力，董义仁重新捡起
了马拉松训练。“起初我就是想让自
己再累一点，每天在酒店走廊里慢跑
5公里，坚持几天后，睡眠质量明显改
善。”半月后，董义仁不仅摆脱了失眠
的痛苦，而且明显感觉注意力更集
中、做事效率更高。

从那时起，董义仁就把训练的场
地放在了楼下的小广场。“我们医院护
理组还有一个同事，刚来的时候恐惧和
焦虑心理更明显，我就开导他听听音
乐、做一些适当的锻炼。”董义仁说，现
在有好几个队友每天跟着他一起跑步。

董义仁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位患
者，老人家里好几口人都染上了新冠

肺炎病毒，情绪很低落，老担心自己的
身体扛不过去。“我是个马拉松爱好
者，每次比赛下来要完成 42公里，但
是很多跑友在跑到 30公里的时候会
坚持不下来，选择放弃，这其实很可
惜，只要咬咬牙就能挺过去。”董义仁
这样劝导老人，战胜新冠病毒就跟跑
马拉松一样，一定要坚持，要有信心。
老人渐渐放下心理包袱，积极配合治
疗，如今已经治愈出院回家。

那件写有“我要跑北马”的隔离
衣，让董义仁收获了不少拥趸。不少
出院的患者在感谢信里都提到“欢迎
来参加武汉马拉松比赛，食宿全管”。

“无论是北马还是武马，我希望能
给这些在武汉拼过命并爱好马拉松的
医务工作者一个直通名额，毕竟这些大
型赛事中签太难了。”采访结束，董义仁
说出了埋藏在自己心底的小愿望。

这是“董义仁们”的小心愿。他
们希望能在这块拼过命的地方，再流
一把汗。③9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3
月 22日，信阳市筹措的 2万个
医用口罩、200套医用防护服、
100个测温枪等抗疫物资正在
装车，即将送往中国驻英国大
使馆。

信阳市紧邻湖北，疫情防
控压力较大，医用物资紧缺。
截至目前，海外华侨已先后向
信阳市捐赠了约100万元的抗
疫现金和口罩、防护服等各类
抗疫物资31万件。

在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加剧
之时，老区信阳在资源相对匮
乏的情况下，多方筹措了价值
十余万元的抗疫物资，捐赠给
海外华侨。

“在信阳疫情最严重的时
候，海外华侨帮助我们战胜
疫情，现在他们有困难，我们
一定也要全力以赴！”信阳市
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
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新会
说。③8

“董义仁们”的小心愿 近在咫尺的隔空拥抱

挂牌督战县要凝心聚力战
啃下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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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术支撑远程救治

“疫情防控中各种高科技手段频
频亮相，刚刚商用不久的5G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河南移动副总经理夏泳在
发布会上说。

我省用于定点救治的郑州岐伯山
医院率先实现5G覆盖，河南移动仅用
20 个小时，就完成 1 座 2G 基站、1 座
4G基站和 1座 5G基站的建设和开通
工作。疫情期间，河南移动加快实现

5G技术支撑，用30个小时完成了郑大
一附院传染病病区 5G 室分的建设开
通，并基于 5G医疗专网进行 5G移动
查房等5G医疗临床应用的调测。

此外，河南移动还在高铁站、学
校、医院等重点区域部署了“5G 红外
成像测温系统”，满足公共场所对人群
体温快速筛查的需求。目前，三大运
营商已在全省安装 2.9 万套 5G+热成
像远程测温仪，并开通 10家 5G 智慧
景区远程互动直播。

“空中课堂”助“停课不停学”

疫情发生以来，全省中小学延迟开
学至今，河南信息通信业运用信息化手
段，全力保障“停课不停教、不停学”。
河南联通公司副总经理李占伟在发布
会上说，作为“空中课堂”的主要承担
者，截至3月 20日，河南联通共为全省
22271所中小学校开通了“空中课堂”，
实现了教师视频授课、师生在线互动。

2月10日起，河南联通和省电视台
在 IPTV 开设了由省内优秀教师主讲
的“名校同步课堂”，拓宽了“网络+电
视”的线上教育渠道，推动了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截至3月 20日，“名校同步
课堂”累计上线1751课时，观看次数超
过2亿次，观看总时长达9915万小时。

在此期间，河南联通通过大数据

筛查，为全省 27824 名教师的家用联
通宽带统一实施免费精准提速，同时扩
容远程教育专用带宽400G，保证了“空
中课堂”不掉线、不卡壳。针对部分偏
远地区贫困学生上网课的实际困难，河
南联通还为 79600个贫困家庭的中小
学生给予了宽带和流量帮扶。

免费云产品服务复工复产

“我们已经推出 40余款免费云产
品，为各行业复工提供高效的信息服务
保障。”河南电信副总经理赵晓冰在发
布会上表示，“天翼云会议”助力各行各
业即时互通，确保防疫、办公两不误，目
前已在教育、医疗、物流、金融等多个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截至3月20日，河南
电信累计为全省 4387家中小企业、企
事业单位提供免费助企服务。

为进一步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
关，河南电信承诺，6月30日前，向全社
会继续免费提供天翼云系列服务，提供
云会议、云桌面和天翼云盘等丰富的信
息化组合方案，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当前，河南电信正为省工信厅搭
建天翼云会议及云直播平台，面向全
省中小企业开展为期 5周的“数字战

‘疫’·智能转型”网络直播活动，为促
进全省企业复工复产和数字转型提供
信息化支撑。③6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三十八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信息化让战“疫”如虎添翼
用 5G实现远程会诊、为

全省中小学生开通“空中课

堂”，多款云产品免费用……3

月22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三十八场新闻发布会上，河南

移动、河南联通、河南电信、河

南铁塔回应了 5G远程诊疗、

中小学“空中课堂”、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5G网络建设、网络

信息扶贫等社会关切的问题。

□本报记者 陈辉

□本报记者 王延辉

春光明媚，河南新郑黄帝故里，
旗幡招展、装点一新，犹如与春天的

“约定”，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举
行在即。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拜祖大典调
整了拜祖方式，以“现场无嘉宾、无观
众、无演员表演”“大典规格不降、影响
力不降”为基本遵循，简约庄严举办。

虽不能身至，但炎黄子孙对礼拜
人文始祖的敬意不减，对优秀文化和
民族精神的坚守不减。身处世界各
地的华夏儿女可以相约在屏幕前，齐
赴一场“云拜祖”盛典。

网上拜祖铸造“心灵故乡”

3 月 21日，“庚子年黄帝故里网
上拜祖祈福平台”上线，全球华人共
赴一场线上拜祖盛典。

黄帝故里是“世界华人拜祖圣
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今年网上
拜祖更是铸造起全球华人的“心灵故
乡”。网上拜祖祈福平台上线之后，
立即在全球华人中掀起了热潮。

“网上拜祖，是根祖文化的一种创
新表现方式，让身处英国的华人都非常
兴奋。当前疫情全球蔓延，网上拜祖
给海内外华人非常大的精神支撑。”中
英科技创新平台主席、全英河南同乡联
谊会暨英国河南商会副会长任翔表示。

从百家姓广场进入，顺着轩辕大
道，经过轩辕故里牌坊、故里祠，来到
拜祖广场，面向黄帝塑像，隔着屏幕，
就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拜祖氛围。
网上拜祖祈福平台利用“VR”技术，
为网友带来身临其境的 360 度全景

“云”游黄帝故里的沉浸式体验。
通过网上拜祖祈福平台，无论何

时何地，都可以带人们“回”到黄帝故
里，沉浸在浓郁的拜祖、祈福氛围中。
平台一上线，就被刷屏、点爆，华夏儿
女的无数祝福奔涌而来，他们在自己
的祈福海报中表达对轩辕黄帝的敬仰
追思，对全球战胜疫情的美好祝愿。

“中华文明五千年，每当有灾难
来临的时候，总有无数的中华英雄儿
女站出来、冲上去，这就是五千年的
中国，现在的中国，未来的中国！”华
夏儿女们以线上参与的方式向轩辕
黄帝献花、敬香，致敬战“疫”英雄、祈
福华夏安澜、祈福世界安康。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网上拜祖在全球华人中引起情
感共鸣，人们寻根的轨迹沿着网络这
条线，最终追根到黄帝故里，把全世
界的炎黄子孙紧紧团结在一起。

“剧透”不一样的拜祖大典

为保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延续性、传

承性、仪式感、庄严性，今年的拜祖大
典保留了九项仪程。

据介绍，受疫情影响，以往的“乐
舞敬拜”环节改成了“众志成城”环
节，制作了短片，配上歌曲《众志成
城》《复兴的力量》，集中体现中华民
族团结一心战胜疫情的强大凝聚力
和向心力。

在“高唱颂歌”环节，由以往的
歌手现场领唱、少儿合唱团和成人
合唱团合唱，调整为“云合唱”，由这
些合唱团的成员在家中或者在空旷
的户外去拍摄演唱《黄帝颂》的场
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也纷纷
加入进来，通过画面剪辑会聚在一
起。

此外，第九项仪程“天地人和”环
节，往年是满场红气球飞舞的场景，
今年以短片的形式向世界传播“四条
丝路”通天下、经济腾飞的新河南，让
人们看到中华民族有力量、有决心走
得更远。

“今年现场无表演，因此加入更
多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画面，更
好地体现炎黄子孙团结一心、亲如一
家的情感。”拜祖大典央视导演组负
责人介绍，比如在“盛世礼炮”的环
节，以前都是现场嘉宾的画面，今年
加入了海内外华人团聚在一起的画
面；再比如在“行施拜礼”环节，以前
是现场鞠躬的画面，这一次把海内外
华人鞠躬的画面剪辑到一起，展现这
份血浓于水的亲情。

长江黄河共战“疫”，轩辕黄帝佑
中华。今年的拜祖大典增添更多黄
帝文化、黄河文化内涵，提升大典的
文化厚度。

“今年的拜祖大典有特别的意
义，越是危难的时刻，越需要力量，有
一种力量叫作民族的凝聚力。”有专
家表示，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给了
中华儿女扯不断的凝聚力与向心
力。③5

全球华人共战“疫”轩辕黄帝佑中华

共赴一场“云拜祖”盛典

3月 22日，在新郑黄帝故里，各
项工作准备就绪，一场简约而庄严的
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即将如约
而至。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王大爷，您腿疼的老毛病最近
怎么样了？”3月 20日一早，鹤壁市人
民医院派驻淇滨区大河涧乡小河涧
村第一书记罗士迁跟随驻村工作队
走访了87岁的贫困户王作朋。

就在一周前，长期在病案统计室
工作的罗士迁，还在医院发热门诊执
勤，他在防疫一线连续奋战了一个多
月，为数百名市民提供了咨询服务。

“小河涧村地处太行山区。通过
几天的走访，我了解到村里还有 4户
14名村民尚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大致分布在 9个村民小组。”罗士
迁告诉记者，刚刚经历过疫情大考，
他有信心在新的工作岗位带领乡亲
们战胜贫困。

日前，鹤壁市新一批 161名驻村
第一书记全部入村开展工作。同罗

士迁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刚刚走下
防疫一线就奔赴另一个“战场”，其中
省派 4名、市派 84名、县派 73名，所
派驻村全部是省定贫困村、软弱涣散
村、集体经济薄弱村。

2015 年以来，通过选派优秀年
轻干部、企业中层干部驻村担任第一
书记，鹤壁市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健
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村经
济得到激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实
现 5.1 万名农村贫困人口脱贫，103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
至0.26%，比全省低0.15个百分点。

“我们将坚决围绕中央‘建强基层
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
提升治理水平’工作要求，全面贯彻
12项驻村帮扶任务清单，打造扎根农
村‘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激励全市
262名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一线大显身手。”鹤壁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田开胜表示。③3

刚下防疫“火线”直奔脱贫“前线”
——鹤壁市新一批驻村第一书记上岗履职

图① 3月 21日，洛阳市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百花
盛开，景色如画，令游人陶醉。⑨6 侯建平 摄

图② 3月 22日，孩子们在宁陵县刘楼乡军陈村
的油菜花地里奔跑嬉戏。⑨6 徐华新 摄

图③ 3月 22日，游客在桃花盛开的尉氏县邢庄
乡大庙杨的扶贫产业园里游玩、拍照。⑨6 李新义 摄

花海

董义仁在医疗队驻地酒店前的
留影。⑨6 本报记者 刘晓波 摄

张超隔空给妻子一个拥抱。⑨6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摄

醉游人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