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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个民族

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

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

止 步 ，百 折 不 挠 为 美 好 和 幸 福 而 奋

斗。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黄河

儿女与全国同胞一道，心手相牵、风雨

向前，交出了一份浸透着心血汗水的

合格答卷，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

雄赞歌。

一个有 1 亿人口、返乡人员超过

千万的人口大省，将死亡病例控制在

22 例；一个紧邻主战场、交界线长达

1300 公里的中部大省，筑起了阻断疫

情的铜墙铁壁；一个枢纽地位突出、人

流物流密集的交通大省，做到了连续

超过 200 天无新增本地病例；一个经

济体量超过 5 万亿元、转型发展任务

很重的经济大省，实现了急刹车后快

速重启、发展势能加速释放。这就是

中原力量，这就是中原担当！

激扬雄壮的赞歌，离不开“中流砥

柱”的统一指挥。大江大河的中流砥

柱，一旦惊涛骇浪袭来，就越发巍然挺

立，展现平波镇浪的巨大力量。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风雨来

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在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从中直机关到

省、市再到县、乡、村，犹如一台精密机

器高效运转，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迅速熔铸成

“一块整钢”。全省 22.5 万个基层党组

织和 565 万名党员，用行动担使命，以

初心暖民心，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

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

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之力，构筑起

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

激扬雄壮的赞歌，唱响着“人民至

上”的永恒旋律。当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时，我们党首先考

虑的是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

命 ，尽 最 大 努 力 防 止 更 多 群 众 被 感

染。我省也全力以赴救治每一名患

者，98 岁的老人、出生仅 5 天的婴儿、

有基础疾病的危重症患者等，都得到

了治愈，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奇迹，以实

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老百姓的心，

就是共产党人的根，在中国共产党人

心中，人民群众永远占据着“C 位”，为

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

以豁得出来！

激扬雄壮的赞歌，彰显着“心手相

牵”的硬核力量。九曲黄河奔腾向前，

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微光聚而成

炬，点亮万家灯火，面对来势汹汹的疫

情，“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

红”迅速集结，“我是党员我先上”“疫

情不退我不退”，全省各条战线的抗疫

勇士临危不惧、舍生忘死，一份份按上

红手印的请战书，一张张写满名字的

值班表，都是不忘初心的时代注脚。

守望相助、豫鄂情深，“长江长江，我是

黄河，再苦再难，一起顶着”，网友创作

的“抗疫之歌”《长江！长江！我是黄

河！》，唱出了黄河儿女与长江儿女的

血脉相连、兄弟情深。心相连、情相

拥、爱相通，全省人民把个人冷暖、集

体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绘就了团

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凸显了 1 亿

河南人民的刚健风骨。

“ 记 住 那 些 山 河 ，那 些 闪 光 的

人”。当我们为英雄加冕，我们也会由

衷地道一声感谢，感谢你们捍卫了生

命的尊严，感谢你们坚守了家园的美

丽。历史必将铭记 2020 年，不仅因为

我们经历的磨难，更因为愈挫愈勇的

斗志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回望这场惊

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带来的是冲击更

是奋起、有损失更有收获；回顾这场艰

苦卓绝的历史大考，赢得的是进步更

是信心、是今天更是未来！2

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二论以伟大抗疫精神凝聚出彩力量

□本报记者 刘晓波

10月 21日，秋风送爽，红旗猎猎，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
省人民会堂隆重举行。

“向英雄学习，向英雄致敬。”省人民
会堂礼堂外，少先队员们手捧鲜花向抗疫
英雄们挥手致敬。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佩戴党员徽章和红花
相聚在这里，千言万语化作掌声如潮。

上午 9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拉开帷幕。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宣读
表彰决定……一项项庄严肃穆的议
程，将会场气氛逐渐推向高潮。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大会对
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先
进集体、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
组织进行了表彰。受表彰的个人和集
体代表走上主席台，从省领导手中接
过奖章、证书、奖牌。

我省受表彰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也来了。
赵江，是南阳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二
病区主任，也是南阳市新冠肺炎救治
专家组组长。他带领团队累计会诊

1167人次，确诊病例156例，救治危重
症患者77人，守住了河南的“南大门”。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成功治愈的
98岁高龄的新冠肺炎患者。”赵江在
会场发言时一口气说出了当时老人的
全部症状：老年痴呆、反复发热、心力
衰竭且出现大量胸腔积液。“我们采取
中西医结合救治，仅用11天就使其转
危为安，当时微博热搜 1分钟搜索量
一度超过 192万次。”赵江说完，全场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掌声是对赵江及其团队的褒
奖。看似“信手拈来”的成功救治背
后，是无数像赵江一样医术精湛的医
生对病人不离不弃的守护。

还记得小沐恩的故事吗？2月 5
日，出生仅5天的小沐恩和他的爸爸、姥
姥、姥爷相继确诊。2月7日，他们一家
5口都转到了信阳市传染病医院。“看着
保温箱里小小的他，大家争当临时爸爸
妈妈。出院那天，他们笑着离去，我们
却哭了。”讲到这里，信阳市传染病医院
传染二科主任吴志强声音有点哽咽。

“怕吗？累吗？”面对之前网友们
的“灵魂”发问，此次荣获全省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的吴志强在发
言时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国有危难时，

医生即战士。可是再坚强的人也有脆
弱的时候。“我和爱人同在一家医院却
未见一面，3岁的小儿子玩耍不小心摔
成了‘熊猫眼’，9岁的大儿子自己学着
上网课，多病的老母亲一人照顾两个
孩子。”提起这些，他潸然泪下。

6位获奖代表相继作了发言。一
个个抗疫故事感人至深，雷鸣般的掌
声一遍遍响起。

抗疫英雄们的眼眶湿润了，这眼泪
既致敬台上的讲述者，也为自己而流，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苦的岁月，才更
加明白今天的成果来得有多么艰辛。

“今天的表彰大会，让我的思绪再
次飘回我曾经战斗过的武汉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此次荣获全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全省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的刘艳辉，是平煤神马医疗
集团总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曾跟
随我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武汉
战斗58天。“说到底，我只是一名治病
救人的医生，做好本职工作，才对得起
身上穿的白大褂和胸前熠熠闪光的党
员徽章。”刘艳辉感慨地说。

中午时分，大会圆满结束，抗疫英
雄们走出会场，投入火热的工作中，续
写新的辉煌。③8

□本报记者 王平

10月 21日早上不到6点，河南
省儿童医院肾脏风湿免疫科护士长
王蓓就开始洗漱准备了。当天上
午，她将走进省人民会堂，接受“河
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的表彰。

接到获得表彰的消息时，王蓓
很激动，但也觉得有点“不可思
议”。“从当护士那天起，救死扶伤就
是我的使命，疫情下，我有能力承担
这个责任，就应该冲锋在前。”她说。

80后王蓓长着一张娃娃脸，是
在护理一线工作14年的“老兵”了。
今年2月9日，王蓓作为我省第五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踏上了驰援
武汉的征程。在方舱医院奋战的50
多天里，她带领河南省儿童医院护
理团队，从身体、心理上解决患者存
在的各种护理问题。“整个过程比我
们预想的要辛苦，但大家都挺过来
了，并且圆满完成了任务。”王蓓说。

驰援武汉的日子，让王蓓感到
充实难忘，也收获了感动和温暖。一
位女患者对她说：“透过护目镜看你
们，听着你们声音，感觉都还很年轻，
每天穿成这样还要辛苦地工作，回去
了一定多休息几天，记得心疼自己，
好好爱自己。”

接受表彰，聆听大会讲话，战
“疫”的日子又在脑海里重现，激励
王蓓勇往直前。“成绩代表过去，努
力成就未来。作为护士，我是离患
者最近的人，我会更加用心服务、
用情呵护每个病人，帮助他们解除
病痛、渡过难关。”王蓓说。③9

□本报记者 曹萍

“我们只是做了微不足道的一
点小事儿，没想到却获得这么高的
荣誉，它属于每一位村民，大家都感
到特别骄傲和光荣。”10 月 21 日，
在开往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会场的大巴上，嵩县闫庄镇
竹园沟村党支部书记朱德林激动地
说。疫情期间，竹园沟村克服重重
困难，向武汉捐赠了5万公斤大葱，
该村党支部被评为全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表彰大会召开前几天，这个消
息就成了全村人热议的话题。“要去
领奖了，真给咱村争光。”“这是咱村
的大喜事啊。”那几天，朱德林走在村
里，谁见了他都会聊上两句这事，他
知道乡亲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他
们每个人都是亲历者、见证者。

今年年初疫情暴发后，朱德林就
琢磨能为武汉做点啥，后来跟大伙儿
一商量，决定“就地取材”，把村里种的
优质大葱送到武汉去。“党员冲在前
面，带领全村近400人都到地里干活
了。”当时的情景，朱德林至今难忘。

挖葱、打包、装车，仅用了 3天
时间，村里就准备好了 5万公斤大
葱，朱德林又多方联系沟通，开车把
这些大葱送到了武汉，社会各界纷
纷为他们的“雪中送炭”点赞。

10月21日，带着全村人的期待，
朱德林作为代表接受了荣誉，也感受
到了莫大的鼓舞和力量。“这个荣誉
也是给全村人加油鼓劲儿，我回去一
定继续加劲儿干，带领大家一起奔小
康！”朱德林信心满满。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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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英雄学习 向英雄致敬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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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记记忆忆
10月 21日，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郑州举

行。那些数、那些人，是阻击疫情的中原防线，是浸透着心血汗

水的河南答卷，也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黄河精神。

有些记忆，永远不会湮没进时光里。

那些数

我们筑牢的中原防线，是一道人民至上、护佑安全的生命线，

是一道守土尽责、服务大局的政治线，彰显了河南的贡献担当。

全省先后派出15批，共计1281人的

援鄂医疗卫生队，收治患者2341人
派出 117名公安干警支援随州

执法执勤、服务群众、维护稳定

贡献了全国支援湖北

确定 148所定点医院

覆盖所有县（市）

组建 19支
省级应急医疗队

举办55场
专题新闻发布会

3.55万人在抗疫一线

递交入党申请书

医用防护服日产量从0.5万套增长到 17万套
普通医用口罩日产量由36万只增长到 1594万只

10天时间建成岐伯山医院

那些人

当所有人都发光发热，无数个“小我”构成“大我”，无数个“小

家”组成“大家”，再多的困难都能克服，再大的挑战都能战胜。

先后派出 11支党员突击队，奔赴

湖北十堰人民医院、北京 301医

院等抗疫战场，1.6万名员工坚守

在全国 126 家医院的保洁、安保

等高风险岗位

1/5的
N95医用口罩

1/3的
医用防护服

1/7的
普通医用口罩

参加过 1998年抗洪、2008年抗击冰雪灾害，这次又三赴武汉送菜，除夕

夜里独自驾车500公里，把5吨蔬菜捐送到火神山医院工地

王国辉 周口市沈丘县白集镇田营村党支部书记

樊树锋 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社区民警

大年初一接到单位返岗通知后连夜赶回，一连半个多月没回过家，累倒在

工作岗位，牺牲时年仅38岁

金虎 南阳市宛城区汉冶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从大年三十起连续奋战 11天，每天工作 12个小时以

上，因劳累过度牺牲

危急时刻用手帮助患者排便，那句“把我当成您的孩子

就好了”“那一刻我只想着救人要紧”的质朴话语，让我

们记住了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赵江
援鄂医生、南阳市中心医

院呼吸内科二病区主任

在非典防控、汶川抗震救灾时都冲在一线，这次又临

危受命，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用精湛医术书写了

医者担当

圆方集团

李晶晶
援鄂医生、安钢总医院普

外科主管护师

赵童
援鄂医生、焦作市人民医

院 ICU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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