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敬护士队伍 携手战胜疫情

关注“5·12”国际护士节□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ICU，重症监护室，一个医院里收
治重症高危病人的区域，常常被称为
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特别是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ICU 更是被外界
称为“生死之门”。然而，在这个充满
高风险、高强度、极富挑战的区域，一
群群护士白衣执甲、迎难而上，他们肩
负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与时间赛
跑，用顽强的意志守卫生命防线、点亮
希望之光。

5月 10 日是母亲节，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主管护师王瑞没有陪伴自
己的母亲过节，而是惦记着刚刚出院
一周的几名骨科康复病区的老年患
者。“这些叔叔、阿姨年龄都比较大了，
来住院的时候腰椎间盘就不太好，必
须给他们的家人或陪护交代好注意事
项。”说起护理过的老人，王瑞像对待
自己的父母一样亲。这位曾经奋战在
武汉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一线的护
士，说如今的自己“更爱操心了”。

王瑞是我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三个多月前，王瑞跟随医疗

队来到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
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工作。尽管已在
多个护理岗位历练过，但第一次走进
新冠肺炎重症病区，工作环境还是超
乎了她的想象。“患者平均年龄60岁左
右，最大的 95岁，大多生活不能自理，
护理工作量是平时的几倍，医护人员
感染风险很高。”王瑞克服了前期的心
理压力，不断给自己打气，特别是看到
那一双双渴求生之希望的眼睛，王瑞
无比动容，“对于武汉的患者而言，我
们的到来就是他们的希望。”

穿上密不透气的防护服、戴着五
层医用手套，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王
瑞在病区里一站就是六七个小时。测
体温、量血压、输液、上呼吸机，翻身、
叩背、梳头、剪指甲，精心的呵护照料
感动了患者，而患者也在用无声的举
动感动着医护人员。回想起在武汉的
点点滴滴，王瑞说：“ICU 护士是与病

人接触最密切的人，只有以心换心、把
病人当亲人，才能创造生命的奇迹。”

不管是在武汉前线，还是在家乡
后方，重症监护病房都是抗击疫情的
主战场。在重症隔离病房工作的日
子，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护士王远侠依然历历在目。重症病区
的患者很多生活无法自理，病区内的
护士每天给他们刷牙、洗脸、擦身、喂
饭，帮他们上厕所，就像家人一样照顾
他们的生活。“有的病人戴着面罩，我
们就相互配合，护士喂一口饭，病人赶
紧把面罩戴上吸一口氧气，然后再吃，
一顿饭下来得半个多小时。”王远侠
说。甚至有些病人，大小便弄得浑身
都是，年轻的姑娘们也毫无怨言，给他
们擦洗干净。

重症病人病情重，压力更大，经常
无法控制地出现紧张、焦虑、恐惧等。
有一次，王远侠正在病房打扫卫生，一

个病人突然把氧气面罩拔掉了，王远
侠赶紧拿起来要给他戴上，没想到他
一把打掉，嚷道：“戴着这个闷死了，反
正也治不好，戴它干吗！”那一刻，王远
侠感觉很委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可是当她看到40多岁的大男人蜷
缩在病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我都住
了这么多天了，我知道治不好了……”
她心头一酸，赶紧去劝慰病人。“我就
想着如果这是我的亲人，我会怎么办，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就都能理解
了。”王远侠说。

将心比心，他们的付出赢得了患
者的真心。有一位阿姨，护士给她调
试氧气，她总说：“姑娘啊，你教给我这
个咋调，我觉得不舒服了自己调就行，
你们也少往病房里跑几回。”还有的患
者，看到护士进
来，赶紧把口罩
戴上，不停地说

“你们站得离我
远点”。“每当这
时，大家的心都
是暖的。”王远侠
说。③5

守卫生命防线 点亮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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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拿到 77 岁丁先生的第二次核酸检测报告，武汉

市肺科医院检验科主任任易禁不住喊出声：“是阴

性！”4 月 26 日下午 1 点多，随着丁先生达到出院标

准，武汉市在院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清零，“武汉保卫

战”终于迎来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

“武汉人民挺过来了，对全球仍在与疫情苦战

的人们是巨大鼓舞：疫情虽险，但并非不可战胜。”

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发文赞叹。只有经历过这场战

斗的人，才更加明白武汉“清零”的来之不易，这背

后，是全国数百支紧急驰援的医疗队与武汉 6 万多

名医务人员的携手并肩，是一场场与死神赛跑的激

烈争夺，是穿着防护服席地而卧的疲惫身影，是被

消毒液反复浸泡的皴裂双手；只有经历过这场战斗

的人，才更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礼赞，“战胜

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人民

才是真正的英雄”。

如今，许多国际人士都在探究：为何中国能够在

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从一

开始，我们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打

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罗马尼亚《自由报》曾

刊登一篇驻华记者报道，“为防控疫情，中国的大人

孩子不再走亲串友、不再旅游度假，一夜之间变成了

不出门的‘宅男宅女’”。疫情防控期间，拥堵的马路

变得行人稀少，喧嚣的广场变得空无一人，所有人出

门戴上口罩，小区居民自觉居家隔离，党员、民警、社

区干部、志愿者坚守岗位，做好登记，测温放行，为群

众提供各项生活服务。全民参与，上下一心，构筑起

一道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

“你要让我说，这座城市哪儿好，我让你看看，

用血肉和生命垒起的战壕。你要让我说，这些人民

哪儿好，我让你听听，用离别和牺牲谱写的歌谣。”

这是一位武汉市民的抗疫诗句。封闭一座城，守护

一国人，为隔离凶猛的新冠病毒，武汉这座千万级

人口的特大城市毅然关闭离汉通道，从 1 月 23 日到

4 月 8 日，从雨雪纷飞到春暖花开，武汉人民以巨大

的牺牲和奉献，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决胜之地。76

天，这是英雄的武汉人民书写的令世界惊叹的伟大

史诗；1800 多个小时，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值得永远

铭记的抗疫壮举！

“我来之前偷偷写了遗嘱，如果我有个万一，就

让我儿向着武汉的方向磕个头就行，不用为我难

过。”这是一名援建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山东建筑工

人临行前的安排。疫情面前，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每个人都是一名战士。

倚着门框睡着了的白衣天使，冒着危险采集病毒样本的科研人员，风雪中送

饭送菜的基层党员干部，义务接送医护人员的出租车司机，主动捐献血浆的

康复患者……这次抗疫斗争中，华夏大地涌现出无数平民英雄，没有豪言壮

语，不见得惊天动地，他们以一个个凡人善举，书写着对国家的大爱忠诚，对

民族的尽责担当。

3月 19 日，中国外卖小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疫情期间，他们置个

人安危于不顾，穿梭于大街小巷，传递着温暖和信心。令世界印象深刻的，还

有中国民众在疫情面前的集体自律，《纽约时报》网站写道，在公园，每天早上

的群众合唱已经停止，北京的公共场所即便开放也几乎空无一人。新加坡

《联合早报》则赞叹中国人面对疫情的乐观心态，他们的网站转发了中国一个

居民小区值守人员手提大喇叭播放的广播语，“只要还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

方挤；只要还有一滴油，待在家里不露头；只要还有一棵葱，不往菜市场里冲；

我宅家我骄傲，我为国家省口罩”。在抗击灾难中彰显的，永远是生生不息的

民族精神；在危急时刻闪耀的，永远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

“谢谢你，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疫情面前，中国人在空间上保持距离，却

在心灵上贴得更近，在全球抗疫中迸发出令人震撼的中国力量。这种力量的

背后，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文化赓续，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精神传承，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职责担当。我们坚信，万众一心，这场抗击疫情的人

民战争一定能打赢；众志成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必定势不可挡。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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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开封市一体化
示范区梁苑办事处小北岗社区党
支部向二十几位母亲表达节日的
祝福。⑨3 李俊生 摄

▼5月10日，漯河市源汇区开
展“感恩母亲节，传承好家风”主题
活动，为母亲送去节日祝福。⑨3
王铮 尤亚辉 摄

双槐树遗址为何唤为
“河洛古国”？

现有的考古发现中，极少有遗址
能够以“古国”命名。双槐树遗址被称
为“河洛古国”，引起不小议论。

王巍认为这个名字很贴切。他
说，文明有“三大台阶”——古国、王
国、帝国，双槐树遗址处于原始社会向
奴隶制社会过渡阶段，与王国、帝国相

距甚远，因此才把它比作“胚胎”。遗
址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流域，有“河出
图，洛出书”文字记载，“河洛”二字对
中华民族有特殊含义，“难道‘河洛古
国’不是最好的选择？”

既然“河洛古国”是规格最高的具
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郑州是否又
多了个古都称号？83岁的李伯谦笑着
说：“目前我们评选古都还没有涉及那
么久远的历史。如果将来有一天把评
判范围扩大，当然可以入选。毕竟，这
里是中华文明的主根系。”

“中华文明主根系”在哪里？

尽管目前双槐树遗址没有发掘出
文字资料，但李伯谦认为，这并不会影
响对中华文明主根系的界定。

“按惯例，文明需要同时具备文字、
青铜器和城邦国家三大要素，但严格照
本宣科，世界上很多文明就无法界定。”
李伯谦说，“我曾提出文明的十项判断
标准，也有学者提出按照聚落变化研究
文明发展，这些都是很好的角度。”

王巍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农业发
展、人口增加、手工业专业化、社会阶层
明显分化、出现中心都邑和高等级居住
区、墓葬区等，都是判断文明是否存在
的标准。双槐树遗址都有体现。

李伯谦接过话头，“我们国家这么
大，不止有一个文化系统。红山文化、
良渚文化等都很发达。但随着老奶奶

庙遗址、李家沟遗址、贾湖遗址、裴李
岗遗址等被发掘，一块块拼图逐渐找
齐，证明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一脉相
承到如今。五千年文明没有断，主要
是在中原地区没有断。”

中轴线为何重要？

与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内那条中
轴大道类似，双槐树遗址里的中轴线引
发学界关注。顾万发提醒公众，中轴线
不是单纯的中线对称概念，其重要意义
在于“应用到都邑性大型建筑中”。

顾万发说，通过景观考古发现，双
槐树遗址中大型祭坛的中轴线可延伸
到视野范围内最高的山，这就是中国
传统所讲的“建中立极”，只有国家都
邑或者高等级住所才这样设计。还有
一处细节，墓葬离遗址中轴线略偏，反
映了古人敬天法祖的朴素情感。

他还讲了一个故事。周王建都，先
到登封测天地之中，后却把都城建在洛
邑。“这叫‘虚北极而尊之’，傍依天势又
若即若离，显得谦虚又具有高端含义。
所以，不是所有中线都叫中轴线。”

河洛古国难道是突然消失？

发掘过程显示，河洛古国在大河
四期晚段，也就是距今 5000年前左右
衰落。顾万发推测这不是突然消亡，
而是文明载体变迁。

据研究，“河洛古国”处于地球温
暖期，略微偏冷，雨水丰沛，气候宜人，
最适合人类和动植物生长。放眼世
界，大河之滨、大山脚下，往往是诞生
大的文明之地。“当时这里‘芳草萋萋
鹦鹉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顾万发
说，“而且双槐树遗址处于河弓之内，
地层稳固，河水又随潮汐变化把腐殖
质带到河湾，促进鱼类生长，有利于人
类繁衍生息。”

河洛古国走向衰落，顾万发认为与
地震有关。公元前5000年左右，郑州附
近普遍发生6级以上地震，大河村遗址、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青台遗址等地
都有地震迹象，而这恰好是河洛古国走
向衰落的时间。“或许是巧合，但历史文
献、传说神话背后，往往不是空穴来风。”

如何保护利用好“河洛古国”？

“考古是研究国史。明年是仰韶
文化发现 100周年，正是有了它们，中
华文明才一步步走到今天。我热切希
望全社会都保护好双槐树遗址。谁破
坏它，谁就是民族的罪人。”李伯谦说。

作为遗址主要发掘者，顾万发对
“双槐树”极富感情。他说，黄河滋润
了久远文明，才有了今天的我们。保
护双槐树遗址，要从立法、机构设置、
遗址公园建设等多方入手，让中原历
史文脉绵亘不绝，才是真正保护传承
弘扬黄河文化。③4

锵锵三人行 再说“双槐树”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5月 9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决定从今
年起，在继续实施农村小学全科教师
培养计划的基础上，启动实施“农村
学校”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主
要补充农村学校薄弱学科和紧缺学
科师资，以逐步完善农村学校教师补
充体系。

根据相关安排，“农村学校”地方
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实施范围为全
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总体
缺编、紧缺和薄弱学科突出且工作基
础好、积极性高的县（市）和 12个近
年来“县改区”的市辖区，包括祥符
区、建安区、平桥区等。

今年，我省拟安排“农村学校”地

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2000名，全部
本科层次培养，实行县来县去定向招
生，所有招生计划均由承担培养任务
的高校纳入国家统招计划安排，实行

“免除学费”政策，即在校培养期间只
免除学费，所需费用由省财政承担。
在校期间，继续享受国家奖学金等其
他应享受的全日制在校生奖励政策。

“农村学校”地方公费师范生教
师原则上安排在本县（市、区）域内教
师总体缺编、紧缺和薄弱学科突出的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服务
期满 6年后，城市、县镇教师岗位空
缺需补充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可
优先安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农
村学校”地方公费师范生教师。③5

我省启动“农村学校”地方公费
师范生培养计划
今年拟安排培养计划2000名

双槐树遗址新闻发布

会揭开了 5000多年前“河

洛古国”的神秘面纱，但遗

址的故事讲完了吗？

当然没有！5月 10日，

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

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中

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王巍，郑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

齐聚郑州市图书馆，在“天中

讲坛”以“云直播”的方式，讲

述遗址背后的故事。

（上接第一版）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351.47万人次，同比增长 9.24%；旅游
创汇13.04亿美元，同比增长26.16%。

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

如何推进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多
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如何推动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省给出的答案是：深入推进全
域旅游“全面开花”，推动 A级景区智
慧旅游建设，转变传统思维，“文化＋
生态＋旅游”催生了“新经济”。

近年来，我省文旅事业以高质量发

展为依托，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
变，从景点游向全域旅游转变，从旅游
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开发的古都游、
黄河游、红色游、民宿游等产品多头并
进，形成全域旅游大发展的良好格局。

今年“五一”期间，我省许多 A 级
景区通过一部手机轻松搞定预约出
行、入园时间自选、客流实时疏导调控
等难题，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栏目
共报道河南景区 14次，聚焦内容在智
慧旅游方面。事实上，我省早就通过
智慧旅游为文旅融合破题，在全国率
先进行智慧景区钻级评定。作为全国
全域全息信息化建设首个试点，我省
5A 级旅游景区已全部完成智慧化升

级改造，云台山、龙门石窟、红旗渠等
景区的智慧化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此外，文旅融合催生的“夜游经
济”、创新的“文旅+演艺”模式发展势头
迅猛。龙门石窟、清明上河园、隋唐洛
阳城等推出的夜游节目大受欢迎，其中
清明上河园推出的特色演艺节目《大
宋·汴河灯光秀》，再现汴河两岸繁华盛
景，年游客量突破300万人次。

丰富业态擦亮文旅新名片

通过创新发展“三彩”艺术，让洛阳
“爱和小镇”成为网红打卡地，也让我国
陶瓷史上曾有出色表现的“洛阳三彩”艺
术在这里熠熠生辉；河南博物院镇院之

宝“妇好鸮尊”“云纹铜禁”摇身一变成了
冰箱贴、胸针、项链……这些新业态正不
断地推动文化“走出去”，游客“走进来”。

去年，豫剧《重渡沟》获得中国文
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让栾
川重渡沟风景区声名远播；我省入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已达 46
个，居全国首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安阳殷墟、隋唐洛阳城等文博景点
依然热度不减；豫剧、剪纸、汴绣等非
遗项目在重大活动中成了耀眼“明
星”……文化发展“风生水起”，让“老
家河南”更有魅力。

未来，我省将加快文化和旅游强
省建设，继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动文化
旅游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河南
文旅软实力和影响力。③5

文化有活力 旅游显魅力

（上接第一版）
如果没有帮扶人的尽力协调，红

旗渠新材料有限公司二期扩建工程
可能“断”掉。4月初复工以来，由于
征地不顺，工程一度暂停。“千员帮千
企”活动开展后，该企业帮扶人只要
有时间就去乡镇政府协调此事，工程
这才得以顺利进行。

“以前企业遇到难题，要么层层
反映，效率很低；要么自己想办法解
决。”红旗渠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现在只需把难题反映给帮扶人，
帮扶人会想方设法帮助协调。

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尽量现场解
决。岷山公司希望政府加大财政支
持力度以投资新项目。安阳市财政
局帮扶人得知该市已启动企业 2020
年先进制造业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就
第一时间带企业负责人去办理对接
手续。现场难以解决的问题，协助企
业提交有关部门寻求帮助。有些经
过协调也一时难解决的问题，上报市
发展改革委综合协调组，下一步召集

相关局委召开协调会研究。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安阳市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六稳”“六保”的指示精神，采取“分
级分类、定人定责、一人一企”方式，
要求每个帮企联系服务员和对应企
业每周至少联系一次；运用企业问
题分级解决机制开展工作，如实填
报企业反映问题解决台账，确保问
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建立
帮企活动工作推进机制、帮企联系
服务员选定机制、问题分级解决机
制和销号督办机制，并把“问题化解
率”和“企业满意率”作为衡量活动
成效的重要指标。

目前，该市 758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和 110家重点建筑企业，均有固
定帮扶人员。活动开展以来，该市已
收集工业企业问题 16个，解决 6个；
收集住建方面问题 8 个，解决 6 个。

“既有好政策，又有政府人员悉心帮
扶，相信企业一定会克服眼前的困
难，驶入发展快车道。”李玲说。③8

“千员帮千企”安阳在行动

□本报记者 刘洋

感恩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