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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篇信阳篇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晶晶

信阳战“疫”记
这是一段与时间的极限竞速，这是一次与病

毒的生死较量，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

全民参战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于庚子鼠

年辞旧迎新之际，由战“疫”中心武汉，迅速向全

国铺开。

信阳紧邻湖北、靠近武汉，疫情输入危险大，

防控任务重。春节前后，从湖北返信人员超过

10万人，其中从武汉回乡的就达8万余人，信阳

成为大数据统计武汉流出人口排名全国第一的

外省城市。信阳战“疫”，事关河南，关联全国。

压力愈大，斗志弥坚。生活在信阳这块

1.89万平方公里、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的 880余

万大别山老区人民，迅速行动起来，继承弘扬大

别山精神，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战“疫”壮歌，紧

紧扼守住了河南的“南大门”。

3月 28日，2020年中国·信阳毛
尖开采仪式在信阳毛尖核心产区——
浉河区浉河港镇文新茶村如期举行。
尚朝阳走进网络直播间，面对在线万
千网友，端起一杯香气四溢的信阳毛
尖茶，搞起了直播推介。

毋庸讳言，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
免地给信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
更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带来严峻考
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指示始终响彻耳边。

浉河区同源制药有限公司1月30
日就开始复工复产，他们组织了 280
人的生产队伍，日产抗病毒口服液80
余万支，全部支援抗击疫情一线。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忙，重大项目
开工建设紧。在信阳淮滨港、息县大
别山引淮灌溉工程建设工地，从 2月
22日起就开始马达轰鸣、车辆奔忙，
只为早一天建成惠及老区群众。

3月 11日，信阳今年第一批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116个重点项目总投
资达310.4亿元，其中制造业、现代农
业、服务业和民生社会事业等四类建
设项目成为“重头戏”。

3月 8日 16时许，148位信阳农
民工登上东航劳务包机 MU9966航
班，从信阳明港机场直飞浙江宁波机
场，随后由台州市各县区派车接送到

他们各自所在的务工企业。
与此同时，在信阳火车站的北广

场上，信阳各县区“外出就业直通大
巴”往来不绝。3月 7日至 9日，信阳
近 7000名农民工乘坐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铁路广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支援信阳老区的直达务工
列车，分别前往上海和深圳。包飞机、
包专列、包大巴，信阳千方百计帮助农
民工返岗复工。

截至 3 月 23 日，信阳全市 1109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复工1101家；
省市续建重点项目和3月底前开工的
新建项目共 333个项目，已按时开工
312个。组织专车专列专机5470次，
有组织输送12.5万人返岗复工，农民
工外出务工已达109万余人。

3月 10日，首列信阳—宁波舟山
港海铁联运集装箱列车从信阳火车站
开出，装满10个集装箱的“信阳造”家
具，开启了前往西班牙的行程。海铁
联运不仅能使信阳发往海外的货物提
前 10至 15天运到，更为外贸企业节
约了可观的运费。

“这趟春天开出的列车，必将成为
信阳老区经济腾飞的翅膀。”尚朝阳兴
奋地说，“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
要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为了这
份殷殷嘱托，我们一直在努力！”③6

武汉的风吹草动，一直牵动着信阳的神
经。早在1月 15日，信阳就组织专家分析研
判新冠肺炎病因和疫情形势走向，着手启动
市、县两级应急机制，做好医疗技术和物资准
备。与周边多地相比，信阳先行了一步，为决
战决胜战“疫”争取了主动。

疫情紧急，刻不容缓。1月 22日，信阳
迅速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挂帅的疫情防
控指挥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系
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开始了与疫
情的决战，以战时状态，从严从细从快落实一
级响应措施。

1月 22日，开始对湖北返乡人员逐一核
查登记；1月 23日，关闭部分高速出口，各县
仅留一个检测站点保证应急物资运输通道畅
通；国省干线和县乡村道路豫鄂交界处全面
设置疫情防控卡点，24小时值守；全市文化
娱乐场所关闭，工作场所人员佩戴口罩；1月
26日，市内公共交通全部暂停；2月 1日，乡
村和社区实行管控，限制人员流动。

与此同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
委书记乔新江，信阳市市长尚朝阳等市领导
开展密集行程，医院、疾控中心、火车站、高速
路口、机场、乡村、社区、物流集散地、新闻单
位等防控一线，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拼尽
全力守住河南“南大门”的战“疫”决心，被迅
速传递到每一个人心中，凝聚起万众一心战
疫情、众志成城谋打赢的磅礴力量。

凝心聚力占先机 1月 22日，出差刚回的信阳市
中心医院 ICU主任许明，正在病房
值班的RICU主任易浩宇以及医院
其他医务人员同时接到了紧急通
知，立即赶往信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紧急开设新冠肺炎定点收治隔离病
区。

第二天，信阳市首例确诊病
例——从武汉回老家探亲的许女士
被收治在隔离病区。“去时只有我一个
病人，医生护士好几个。大家一直都
在开导我、安慰我，给恐慌不安的我
莫大的安慰和鼓励。”许女士回忆说。

从此，许明、易浩宇等人，在第
五人民医院隔离病区内，开始了与
疫魔的生死搏斗。一边逆行战疫

魔，一边“排雷”当尖兵。信阳市新
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市
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易明福，带领着另一帮战友，在发热
门诊和留观病区开辟战场，争分夺
秒地为信阳“排雷”除险。

后续力量也不断汇聚而来。全
市上千位白衣天使，从各家医院迅速
集结到最危险的战场，白衣执甲、勇
敢逆行。他们都有家人、有惦念，但
是为了千家万户的平安，他们毅然将
生死置之度外，将所爱抛诸身后。

全市紧急抽调 1860余名专业
医护人员，统筹床位 1716张，在河
南省肿瘤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等省派援助医疗团队的大力支

援下，坚持分类救治，对症施策，县
区以治疗轻症患者为主，重症、危重
症集中到第五人民医院和市中心医
院救治，后又在省里的大力支持下，
转到省级定点医疗单位救治。

建立医疗精锐救治机制，迅速
切断病毒传染源，这两大举措，使信
阳把握住了战“疫”制胜的关键。统
筹医疗资源，将医护人员分梯队待
命，投入救治一批、规范培训一批、
预备待岗一批；发挥省医疗队的作
用，利用远程会诊系统，对县区给予
技术支持，从而保证了全部收治、全
力救治，全市共确诊274例，治愈出
院 272例，仅两例患有严重基础疾
病病例死亡。

白衣执甲当尖兵2

1月 24日大年夜，接到命令的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机动执法
大队二中队队长郑牧牧，与战友们
一起，快速赶赴沪陕高速羊山新区
站开设疫情防控卡点。

在岗位值守的第三天，突然接
到家人电话：父亲突发脑梗塞，已被
紧急送往医院。看着高速出口处车
辆排起的长龙，郑牧牧强忍心中的
悲痛，一直坚持到天色渐暗，出站车
流量变小，轮岗接班人员到位后才
急匆匆离去。在医院守护不到 3
天，父亲就与世长辞。送别父亲，郑
牧牧二话没说，又强忍悲痛，主动请
战回到了防控卡点。

大战当前，支部就是堡垒，党员
就是旗帜。春节过后，全市驻村第
一书记义无反顾奔赴农村，坚守岗
位，与乡村干部群众一起，牢牢钉在
群防群控第一线。

2月1日，一张村干部累瘫睡在
墙根的照片刷爆网络。照片里，57
岁的光山县槐店乡晏岗村党总支书
记晏乃军靠坐在墙边沉睡。连续十
几天连轴转，每天睡眠不到 5个小
时，“铁人”晏乃军终于扛不住了，累
瘫在地。

同样因一张照片感动无数网友
的，还有罗山县楠杆镇田堰村尹塆村
民组72岁的贫困户尹安华大爷。2
月 15日，信阳普降大雪。任风雪飞

舞，尹安华手扶雨伞，坐着小凳，守着
小小煤火炉，坚守在村口防控卡点。
而在信阳城乡，有数万一线防控人员
像尹安华一样坚守在风雪之中。

党员汪海洋、刘波、蔡筱筱，从
春节开始一直值守在羊山新区某小
区，除了车辆排查、体温检测和按要
求对小区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
进行隔离观察，他们不放过任何一
个消毒死角。

你为我守平安，我为你送温
暖。1月 26日，光山县小伙子齐礼

成得知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很难吃
上热乎饭菜时，他约上几位朋友一
起为医护人员免费送饭菜送水果，
爱心越聚越多，从最初的 5人发展
到最后的十余人。

固始县沙河铺镇姚营村贫困户
祁明德、党员钱永坤，平桥区甘岸街
道二郎村菜农李俊，平桥区王岗乡山
头村脱贫户朱海银把自己辛苦种出
的新鲜蔬菜，送到定点医院和医学观
察留观点。让抗疫功臣们吃到最新
鲜的蔬菜，成了他们共同的心愿。

万众一心求全胜3

大事难事看担当。汹涌疫情牵动
着全社会的神经，他们用各种方式，全
力支前，主动融入战“疫”中来。

1月 25日，潢川县委驻郑州党工
委书记黄久生，为了早一秒把千方百
计买到的口罩、医用手套、体温计等医
疗防护物资送回家乡，硬是顶着风雪
在外奔波了一天一夜。此后，他干脆
注资 200万元，将家乡一家服装公司
改造成防护服生产线，并将生产出来
的第一批防护服捐给家乡。

1月 31日，信阳文新茶叶公司党
委书记刘文新，把想方设法筹集到的
1万只医用口罩和120瓶消毒液等一
批防疫物资，送到了浉河区浉河港镇。

2月5日，信阳医疗防护物资告急
的消息一传出，第二天河南牧原集团
就紧急调拨价值 40万元的医疗防护
物资送到信阳；在省委统战部的协调
下，海外侨胞也踊跃捐款捐物；郑州、
开封、洛阳、三门峡等兄弟省辖市也紧
急驰援送来医疗物资。

羚锐制药一边组织全力生产，日

产消毒剂1.2吨支援全国抗疫，一边向
河南、武汉等捐赠总价值 700多万元
的防控物资和现金，还特地为信阳
3000名抗疫医护工作者，每人送上一
份家庭健康包。

棋森集团董事长冯琪雅，充分调
动个人和企业资源，不间断从全球采
购疫情防控急需医疗物资，源源不断
地运抵老区。

革命伤残退役军人、龙跃地产董
事长冯跃忠，身在海南，心系老区，一
次性拿出500万元采购10台救护车，
无偿捐献给信阳10家医疗机构。

固始县青年企业家协会 52位企
业家，短短一小时捐助善款 17万余
元；商城县伏山乡商会不到一天，发
动个体户和在外务工党员捐款捐物
10万元……

风雨同舟战巨浪，甘苦与共何惧
难。截至3月 25日，信阳收到社会各
界捐款约 1.79 亿元、物资 1413.1 万
件、负压救护车17辆。无数人的无私
付出，筑起了信阳战“疫”的钢铁长城。

全民支前最暖心

战“疫”未消生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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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的商户把生活必需品送到群众家门口。

◀信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为首批治愈出
院病人送上鲜花。

信阳市浉河区的信阳毛尖茶开始采摘。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圣宇服饰生产车间内，工人在生产一次性隔离
衣，支援一线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