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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萍 王平 尹江勇）10月
21日，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
郑州举行，引发全省各界热烈反响。大家纷
纷表示，将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凝聚一往
无前奋进力量，奋力开创河南各项事业发展
新局面，在新时代征程上勠力同心、砥砺前
行。

“在大会上受表彰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英雄，是我们心中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的
事迹令人备受感动与鼓舞。”河南省医学会秘
书长王伟说，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省医学会
充分发挥专家和学术资源优势，迅速行动、主
动作为，大力开展新冠肺炎基层医务人员网
上培训和疫病科普宣传，先后录制了新冠肺
炎防控知识和技术培训视频82期，在疫情防
控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被省委宣传部、省科
协评为全省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目
前，疫情防控工作依然艰巨，我们将继续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学会优
势，动员各专科分会力量，做好疫情防控‘守
门人’。”

省卫健委中医处副处长徐宏伟聆听会议
后思绪万千。“作为医疗救治工作的参与者，
难忘至暗时刻，河南第一时间启动中西医协
同救治机制，中西医并肩作战，对每一位患者
都付出 100%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得到
科学精准的救治。”徐宏伟说，成绩属于过去，
未来重任在肩！面对秋冬季疫情常态化防控
新形势，我省高标准组建了一支由1200余人
涵盖省、市、县三级的中医药疫病防治队伍，
并已完成首次集训，为进一步落实中西医协
同机制夯实人才基础，为早日取得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全面胜利、为护佑中原百姓健康贡
献中医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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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
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河南省人民医院麻醉
与围术期医学科主任张加强感触颇深。疫情
期间，张加强多次走进隔离病房为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会诊。“正因为有多学科医护团队的
默契合作，以及患者家属的理解与配合，最终
换来了整台手术的顺利实施，病人转危为
安。”张加强说，伟大的抗疫精神时刻激励着
医护人员勇往直前，护佑生命健康。

当听到表彰大会上来自社区的先进代表
发言时，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段贯英感触良多。作为一名基
层卫生工作者，疫情期间她带领中心员工没
日没夜进行入户排查、发放防疫物资、管理疫
区归来人员等工作，守护了社区居民的生命
健康。“这些抗疫英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后我们要继续坚守社区，毫不放松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在社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加强疫情防控宣传，
筑牢居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向英雄致敬。”③9

以担当彰显忠诚 用生命护佑生命
我叫吴志强，来自信阳市传染病医院，是一名普

通的共产党员、传染病科医生。
1月 22日，我所在的医院被确定为市级定点救

治医院。我第一时间主动请战，进驻第二隔离病区
并担任负责人。

在隔离病区的每一天，都是异常紧张的战斗，雷
打不动地查房，对每名患者的病情了然于心，对特殊病
人的救治一人一策。最难忘的是救治全省最小的患者
小沐恩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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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他的妈妈——
信阳市第一例危重症患者成功脱离呼吸机转出重症监

护室，他们一家5口都转到了我们病区。看着保温箱
里小小的他，大家心疼不已，争当临时爸爸妈妈。心血

没有白费，小沐恩病情稳定了，大人们治愈出院了……
出院那天，他们笑着离去，我们却哭了。能换得千家万
户生命无忧，再苦再累，也值！

就这样，我们在隔离病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
难忘的日子。全市第一例治愈患者在这里顺利出
院，全省第一例使用人工肺的危重症患者在这里
转危为安……我所在的病区累计收治患者 41人，
全部治愈出院，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向党和人民
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能在这场伟大的战
“疫”斗争中挽救生命、报效祖国，我无比骄傲！③6

信阳市传染病
医 院 传 染 二 科 主
任 吴志强

不辱使命 出彩争先 铸牢忠诚警魂
我叫张鹏，是驻马店市公安局民警，河南公安援

随工作队队员。
2020年 2月，河南公安 117名工作队员逆行出

征，驰援湖北随州战“疫”第一线。从2月 21日集结
出征，到圆满完成任务，总计 43天。全体队员视责
任如泰山，圆满完成随州市 10个通道卡口、3个医
学留观点和 1 个主城区的防控工作，核查车辆
82688辆，人员127775人，协助转运感染、疑似及密
切接触人员526人。河南公安援随工作队党总支被
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和“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是全国公安系统 17个支援湖北工
作队中唯一被表彰并获双项殊荣的工作队。

我们抵随后，队员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感染的
风险，但117名队员没有一个人退缩，我们只有一个

信念，那就是，疫情不退、警察不退。43天，我们战
斗的足迹留在了随州大地，辛勤汗水洒在了执勤岗
位；43天，我们也把河南公安的优良作风和奉献精
神留在了随州人民眼里、留在了随州人民心中。

为保证援随期间勤务工作高效、有序运转，作为
工作队勤务组组长的我，积极与当地警方对接，制定
工作方案、绘制电子地图，使工作队抵随次日，就整
体接管随州“封城”期间唯一的离随出鄂高速通道管
控。

汗水擦亮警徽，热血铸就忠诚。作为公安民警，
我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河南公安的初心和使命，展
示了出彩河南公安人的“硬核”风采。③4

驻马店市公安
局民警、河南公安援
随工作队队员 张鹏

不负组织重托 践行医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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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五棉南社区党总
支书记王志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重要指示精神，
与广大党员群众一道，织密防控网络，筑牢人民防线。

扛稳责任，当好群众的“主心骨”。五棉南社区
建于上世纪50年代，共有2470户6842人，物业管理
滞后，防控难度大。疫情发生后，社区“两委”第一时
间设立帐篷执勤点，成立临时党支部，让群众有了“主
心骨”；第一时间要求党员到位，并向居民、驻区单位、
沿街商户发出疫情防控“倡议书”，627人积极响应、
迅速集结。

统筹落实，建强防控的“桥头堡”。我们把管好
重点人群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坚持人防、物

防、技防相结合，确保重点人群居家隔离期间管得
住、居有规、无负担。

巩固成果，夯实治理的“压舱石”。我们一方面
对辖区小学、银行、事业单位实行分类管理、定期
巡查、实时联动、数据核查，另一方面开展以“清洁
家园”为主题的爱国主义卫生运动，提升居民卫生
素养，用文明健康的社区小环境筑牢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社会大防线。

今后，我们将利用疫情防控中积累的工作经验，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社区服务各项工作，为实现中
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③8

织密防控网络 守卫群众安全

郑州市中原区棉
纺路街道五棉南社区
党总支书记 王志峰

我是商丘市睢阳区新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潘福
东。新城街道总面积 33.1平方公里，占商丘市中心
城区的近四分之一，辖19个社区，351个居民小区、
55个城中村，16万人。区域面积大，流动人员多，居
民结构复杂，抗疫任务艰巨。

在抗疫斗争中，我们坚持党建引领，街道党工委
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班子成员24小
时值班值守。依托“党建+一中心四平台”新型社会
治理服务体系，划分 10个防控“战区”，构建街道党
工委、社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小区党员四级防控
体系，设立99个党员先锋岗、380个党员流动岗，建

立执勤点临时党支部，把“堡垒”构筑在战“疫”第一
线，把党旗插在防控最前沿。

我们坚持广泛动员，领导班子成员带领党员干部
主动下沉一线，31个党支部、2700多名党员日夜坚守
执勤点，入党积极分子、热心居民、“两新”组织人员和
物业、药店、诊所、宾馆等各方力量主动参与，连续57
个昼夜共排查确诊病例3例，追踪锁定密切接触者和
流入人员1437人。

我们整合公安、城管、食药监管等部门力量，通
过业主微信群收集居民生活需求，拉出“物品清单”，
组织156名义务配送员、39辆流动采购车，帮助306
个小区26381户居民采购粮油、药品等生活和防疫必
需品，由网格长和志愿者送到居民家门口。③9

用忠诚担当筑起“铜墙铁壁”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先进代表发言摘要

我叫赵江，是南阳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二病区主任，也是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党员。

疫情突如其来，作为南阳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
组组长，我带领专家组成员吃住在一线，迅速制定出
南阳市防治新冠肺炎诊疗预案、救治方案。同时，我
们还根据各县区发病情况，合理调配专家资源，实行
24小时值班值守。

在整个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的专家团队做到了诊
断准确率100%，零漏诊、零误诊，极大地鼓舞了全市
医疗队伍的士气。

作为党员、医生，履行好初心使命，既要有医者
仁心的情怀，更要有敢于胜利的精神。有位98岁高

龄的新冠肺炎患者，患老年痴呆，拒绝服药，且已出
现反复发热、心力衰竭等症状。我们反复研究方案，

为其安排24小时特级护理，并要求值班医生每小时
汇报病人体征，适时调整诊疗措施。治疗期间，患者
曾出现大量胸腔积液，经仔细研判，我们采取中西医
综合施治，第一时间介入中医药，仅用 11天就使其
转危为安，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作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
感振奋，深受鼓舞。今后，我将大力弘扬抗疫精神，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为人民服务，努力当好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守护人，以实际行动回报组织信
任，不负期望和重托。③5

南阳市中心医
院呼吸内科二病区
主任 赵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人民医院作为全省卫
生健康行业的排头兵，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坚决扛稳疫情防控政治责任，坚决践行人民
医院服务人民的社会担当。

疫情发生后，医院党委建立“党建＋疫情防控”
工作机制。48小时腾空了公共卫生医学中心改为
专用隔离病房，不到 1小时完成了支援湖北医疗队
的组建。设置党员“先锋岗”“示范岗”“责任区”，遴
选立场坚定、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的党员医护骨干到
发热门诊、留观隔离病房等抗疫救治最前沿。一张
张请战书、一个个红手印，无不映照着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白衣战士的担当。

为使新冠肺炎患者得到及时高效救治，医院建
立24小时院领导双班值守、危重症患者包干负责、多
学科每日早晚会诊、公共卫生医学中心专楼专用等

11项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医院累计接诊发热病人
32600多人次，55例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实现了重症
抢救全部成功、确诊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

先后派出 2支支援湖北医疗队、1 支援外医疗
队、3 支机场境外排查医疗队、援京援疆和支援
地市等 9 支抗疫医疗队。35 名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被当地群众称为“生命的摆渡人”、河南医疗
队的“铁军”。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毫不放松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打造高水平传染病救治基地，努力
在建设健康中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中再立新
功。③6

用赤诚初心为人民群众筑起坚实的生命屏障

河南省人民医院
院长 邵凤民

商丘市睢阳区
新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 潘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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