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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之名 致敬英雄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记者 曹萍

鲜花送英雄，致敬“战疫人”。9月 8日傍晚，在河南饭
店，刚刚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我
省抗疫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等载誉归来。

一下车，代表们就收到了志愿者送上的鲜花，现场响起
热烈的掌声，向这些出彩的河南人致敬。

虽然风尘仆仆，却难掩激动和振奋的心情，代表们都神

采奕奕，笑容像手中的鲜花一样灿烂。
“谢谢，感谢党和国家给予的荣誉，这是鼓励更是鞭策，

以后一定要坚持科研道路，带领团队进一步推动我省科研水
平提升。”作为先进集体的代表，河南大学抗体药物开发技术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李霞激动地说。

李霞的话也说出了代表们的心声，“感谢”是他们最想说
的，“责任”是他们最深的感受，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弘扬好
伟大的抗疫精神，努力奋斗，取得更大的成绩。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们
中有奋战在抗疫一线、新时代最可爱的白衣天使，有坚守在
基层、筑牢第一道防线的社区工作者，有积极复工复产、推动
经济发展的企业代表……

“我们只是在岗位上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完成了属
于自己的使命。”濮阳市油田总医院主管护师宋舒娟说。

夜幕降临，大家互道珍重，又奔向各自的岗位，明天将在
新的起点继续出发。③5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河南）

乔伍营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
赵清霞（女）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艾滋病大科兼感染一科主任，主任医师
付桂荣（女）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樊树锋 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治安大队原四级警长
李拥军 开封市中心医院急诊 ICU主任，主任医师
毛毅敏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务副书记、副院长，主任医师
王 燕（女） 洛阳市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长
曹 飞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成武 平顶山市公安局矿工路分局案件侦办大队一级警长
徐江海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感染三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新国 鹤壁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好义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裴春亮 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王国胜 新乡市长垣市驼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赵 童 焦作市人民医院内四党支部书记、ICU北区副主任
宋舒娟（女）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主管护师
王三宝 许昌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马 静（女，回族） 许昌市魏都区南关街道七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叶宁（女） 漯河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乔瑞云（女）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感控办主任，副主任护师
赵 江 南阳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郭宏杰（女）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金 虎 南阳市宛城区汉冶街道办事处原党政办主任
闫旭升 南阳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大要案侦查大队四级警长
杨秋敏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何家荣 信阳市传染病医院（信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主任医

师
易浩宇 信阳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吕惠荣（女） 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测检验科主任，副主任技师
王亚玲（女）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段雪亚（女） 周口市中心医院感控科主任，副主任护师
王国辉 周口市沈丘县白集镇田营村党支部书记
崔海燕（女） 驻马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长，副主任技师
李桂霞（女） 驻马店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卢一明 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晓东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驻马店记者站站长
张改平 河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赵 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张国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一党总支书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

任医师
陈传亮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主任技师
李 慧（女）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
徐 瑾（女）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所长，副主任医师
郑福增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中医师
魏兆勇 河南省安钢集团公司职工总医院副院长、工会主席，主任医师
阚全程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郭春霞（女） 河南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技术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河南）

郑州圆方集团党委
洛阳市涧西区天津路办事处电厂新村社区党委
安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临时党委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商丘市立医院党委
信阳市光山县人民医院
周口市淮阳区在京务工创业人员党支部
驻马店市平舆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对外联络部重点报道组
河南大学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河南公安支援随州工作队党总支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公室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南）

何家荣 信阳市传染病医院（信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樊树锋 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治安大队原四级警长
裴春亮 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赵 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赵 江 南阳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王国辉 周口市沈丘县白集镇田营村党支部书记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南）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
郑州圆方集团党委
河南公安支援随州工作队党总支
商丘市立医院党委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本报记者 王平

“特别激动，特别受鼓舞！”9月 8日，获得“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及危重症科主任张国俊，第一时间接受了记者电话采
访。

今年 54岁的张国俊是河南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
组组长。疫情防控期间，他带领专家组成员加班加点、研
究出台疫情应对方案；会诊救治危重症患者；连续一个多
月坚守在信阳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创下了成功救治省内最
小新冠肺炎患儿的纪录……难以想象，这是一位多年患有
糖尿病的中年人的工作状态，但张国俊说：“没有什么比挽
救患者生命更重要。”

“感谢党和国家给予的这份荣誉，今后我一定按照总
书记的重要要求，慎终如始、再接再厉，为取得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斗争的最终胜利作出贡献。”张国俊表示。③6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能参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事。”9月 8日中
午，许昌市魏都区南关街道七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马静激动地说。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次抗疫斗争伊始，党中央就
号召全党，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我对此深有体会。”马静说，社
区广大党员、干部不惧风险，冲锋在前，建立了“纵到
底、横到边”的精细化社区疫情防控网络，筑起了一道
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
人。”马静说，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弘扬伟大的抗疫精
神，把社区打造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家园。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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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起点继续出发

马静：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家园

张国俊：
没有什么比挽救患者生命更重要

□本报记者 王延辉

9月 8日下午3点半，参加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的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薛荣，怀着激动的心情登
上了返郑的高铁。

“特别激动、特别感动、特别振奋，这份荣誉是对河南
千千万万基层党组织和平凡劳动者的褒扬。”薛荣用 3个

“特别”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疫情发生以来，在郑州圆方集团党委带领下，圆方集

团下属多个公司的 6万名职工坚守岗位，服务全国 126家
医院，其中1.6万名职工奋战在疫情高风险岗位，以实际行
动为抗击疫情作出了积极贡献。郑州圆方集团党委获得
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两
项荣誉称号。

“今后，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加油干、好好
干，再立新功。”薛荣说，郑州圆方集团全体员工将继续在
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的故事。③8

薛荣：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再立新功”

□本报记者 曹萍

在9月 8日上午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我省支援湖北中医医疗队队
长郑福增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接过证书的那一刻，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这沉甸甸
的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属于我省支援湖北中医医疗队
的，是属于全省所有中医医务人员的。”郑福增说。

在武汉疫情最紧张的时候，郑福增带领我省唯一一支
中医医疗队逆行出征，进入江夏方舱医院，在张伯礼院士
的带领下与全国多支中医医疗队并肩作战，为武汉取得抗
击疫情的胜利贡献了河南的中医力量。

荣誉属于过去，表彰只是起点。已经年近花甲的郑福
增依然干劲十足，他说：“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把抗疫精
神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不忘医者救死扶伤的初心，勇于担
当护佑生命的使命！”③6

□本报记者 刘一宁

9月 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
京召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驻马店记者站站长杨晓
东参加大会，并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刻
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杨
晓东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更坚定了用生动的
笔触、隽永的画面，为祖国抒写、为时代放歌的信念。

疫情发生后，正在武汉探亲的杨晓东就地转为战
“疫”记者，先后推出《我们来就是要打硬仗的》等 50
余篇稿件，“亲历武汉战‘疫’，我深深感受到这个充满
生机、充满力量、充满希望的新时代来之不易。”杨晓东
说，作为一名党报记者，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认真践行“四力”要求，多采写有思想、有
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为这个伟大时代放歌！③4

杨晓东：
奋力为伟大时代放歌

郑福增：
把抗疫精神转化为前进动力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9月 8日，刚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表彰大会的长垣驼人集团总裁王
国胜对记者说。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作为一家医疗耗材民
营企业负责人，王国胜立即结束休假返回河南，组织企业
职工加班加点生产，支援抗疫。王国胜说，驼人集团第一
时间成立应急攻关项目组，承接了两项河南省 2020年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应急攻关项目。其中完成的“针对疫
情急需防护产品的快速无残留灭菌方法”项目，使防护产
品出库时间从14天减至几个小时。

王国胜说，我们将会利用自己的研发平台，不断突破
技术瓶颈，研发出更舒适安全的防护装备，努力守护国人
健康。③6

王国胜：
努力守护国人健康

□本报记者 李昊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退役老兵，今天能有幸见证这一
幕，实在是太激动了！”9月 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结束后，受到表彰的沈丘县白集镇田营村党支部书
记王国辉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疫情发生武汉告急，三赴武汉捐献爱心蔬菜、生活物
资上百吨……退役老兵王国辉虽然脱下军装，但是军旅生
涯培养出的报国热情依然高涨。

“军队磨炼了我的意志，赋予了我迎难而上、永不畏惧
的精神。”王国辉说，自己在武汉服役17年，武汉是他的第
二故乡，能够在危急关头，给需要帮助的人贡献一分力量，
自己深感自豪。

“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中国担当。”在大会现场听到总书记的讲话，王国辉深受鼓
舞，心中充满力量。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郭治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人深感振奋，为我
们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接续奋斗指明了方向、增添了
力量。为我们扎根中原沃土躬耕奋斗鼓舞了干劲
儿。”9月 8日，刚从北京载誉归来的河南农业大学校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激动地说。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用自己所学所长为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一点微薄力量，是应尽的职责
和义务，更是一名中国科学家应有的情怀和担当。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会以此次受到表彰为契机和
新的起点，坚持弘农报国、科技报国，接续奋斗。”张
改平说。③6

张改平：
扎根中原沃土躬耕奋斗

王国辉：
守望依旧，不负戎装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收看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时候，我的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遗憾的是，树锋再也看不到了，树锋
用生命履行了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和担当。”9月 8日中
午，在郑州的家中，樊树锋的妻子张华激动地说。

樊树锋生前系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治安大队四
级警长，从1月 26日开始，樊树锋连续17天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2月 11日下午，樊树锋累倒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一线，生命指针永远定格在39岁。

在受表彰的名单里，樊树锋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两项荣誉称号。“感谢
国家，没有忘记他。”张华说，“树锋是千千万万警察中的一
员，他这次受到表彰，是国家对疫情期间全体民警工作的
肯定，是大家共同的荣誉。”③5

樊树锋妻子：
“感谢国家，没有忘记他！”

致敬

英雄的壮举，国家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人民

不会忘记。

9 月 8 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隆重召

开，向疫情期间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颁授共

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表彰抗疫先进个人和

先进集体，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以国家之名，授光荣

之勋，这是对抗疫英雄至高无上的礼赞！

时间作证，历史铭记。面对突袭而至的病毒和来

势汹汹的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

局、果断决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上下同心、全力以赴，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

防控举措，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夺

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这是属于万千医护人员的荣光，这是属于湖北

人民、武汉人民的功勋，这是属于 14 亿中国人民的胜

利。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新闻工作者、工程建设

者、基层干部……各行各业抗疫斗士都在同病魔作殊

死搏斗，全国上下都在“为热干面加油”。从寒冬到金

秋，从武汉到全国，这是对每个人的考验，也是每个人

的战斗。星火点点，刺破暗夜，14亿人，皆为英雄！

抗疫战场上，我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构筑“中原防线”，调

集一切可以调集的资源贡献“河南力量”。医护人员

冲锋在前，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人民群众众志成城，中

原大地人人皆战士、处处绽芳华。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上，河南有 45 位先进个人、15 个先进集

体、6 位优秀共产党员、4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国家

级荣誉，他们是中原抗疫战场上的急先锋，生动诠释

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

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跨越冬与春，经历死与生。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

次证明，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共和

国脊梁的扛鼎，有每位普通劳动者的默默付出，我们

才能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经受住考验，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

致敬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让我们在英雄的感召下

凝结更多的决心和勇气，继续斩关夺隘、乘风破浪，创

造新的更大辉煌！3

众志成城
那些感人瞬间

朱顺超：无论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
春节期间，还在读书的河南中医药大学大学生朱

顺超得知郑州要建医院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大年
初二就从老家睢县赶到郑州，经过安全培训后在工地
当起了“临时工”，搬运砖块、清理现场，他说：“就想出
一分力，让医院快点建好。”

几个月过去了，朱顺超已走出校门，即将踏上工作
岗位，“虽然找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但回
想起来，这些都是宝贵的经历，让我明白要不断学习提
高自己，无论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③5（周晓荷）

援鄂“穆桂英”李俊珊上了“梨园春”

在支援武汉时，新乡医学院一附院护士李俊珊为患者
演唱豫剧走红网络，被网友们誉为“当代穆桂英”。

3月 27日，从武汉前线返回后，李俊珊在工作之余更
喜欢唱戏了，也会时不时给病人唱，鼓励他们战胜病魔。
让她开心的是，一个月前，她登上了梦寐以求的《梨园春》
的舞台，和戏剧名家史依弘共同演唱了豫剧《穆桂英挂
帅》选段。③8 （李虎成 王永乐）

郝莺歌：“我要做一个更有
作为的新时代青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22岁的郝莺
歌还是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大四学生，
她毫不犹豫退掉回家过年的车票，奋战
在抗疫一线，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样本检验工作。如今，她已留在当

时的实习单位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
有限公司工作，抗疫的宝贵经历
厚植了她的初心，她将继续为护

佑人民健康奉献青春和热
血。③6（史晓琪）

王海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网红宝宝“佑华”的爸爸、濮阳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
科医生王海明在疫情肆虐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奔赴
武汉。儿子出生时，他无法陪伴左右，网友们通过云起
名的方式为孩子取名“佑华”。

王海明说：“我虽是平凡人，但只要有一分热，定会
发一分光！”③6（王映 梁莹莹）

竹园沟村又有了新模样

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嵩县闫庄镇竹
园沟村党支部书记朱德林带领干部群众徒手薅葱
三昼夜，将10万斤大葱送到了武汉人民手中。

如今，大葱、烟叶等特色产业即将迎来
新的丰收，占地 560平方米的村部，设施齐
全的村文化广场，平坦宽阔的入村道
路，让竹园沟村又有了新模
样。③6（郭歌 李宗宽）

李俊珊（左）与戏剧名家史依弘合作演唱《穆
桂英挂帅》并合影留念。②17 本报资料图片

南阳“蹭网”男孩全
杰通（右）今年以666分的
高考成绩，被电子科技大
学实验班录取。②17
孟向东 康帆 摄

王海明和儿子王佑华。②17 王海明 摄

如今他们
收获满满

插图/王伟宾

9月 8日晚，参加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河南代表
佩戴着大红花回到郑州，一下车就
收到家乡人民的祝福。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