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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精准施策 把牢疫情防控主动权

本报讯（记者 曹萍）1月 18日上
午，在安阳北高速路口，河南省红十
字血液中心工作人员将 32.7 万毫升
临床用血从 3辆急救车上搬运下来，
交给前来接应的河北省血液中心工
作人员。这是河北疫情发生后，我省
首次支援河北临床用血。

近期，国内疫情出现局部反弹，
河北省受疫情影响较重，在严格的人
流管控措施下，采供血工作面临重重

困难和空前挑战。
省卫健委接到保障河北省血液

安全供应的任务后，立即启动全省血
液联动保障机制，河南省红十字血液
中心克服当前高校提前放假、冬季献
血淡季来临等不利因素影响，协调全
省血站，统一调配血液资源。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短短 5天时间内，我们调集
了近期采集的 10 万毫升红细胞、

1000袋冷沉淀凝血因子、90袋血小
板共32.7万毫升临床用血，运至河北
后将发往当地各医疗机构用于急需
临床输血救治的急危重症患者。”

2020年，武汉发生疫情后，我省
先后 9 批驰援武汉 238 万余毫升血
液，为武汉抗击疫情贡献了河南力
量，被授予“抗击新冠疫情血液应急
保 障 援 助 湖 北 突 出 贡 献 省 市 ”称
号。③8

32.7万毫升临床医疗用血驰援

本报讯（记者 祁思元 通讯
员 梁松杰）1 月 16日，记者从洛
阳市政府获悉，洛阳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告》，倡导市民就地过年，非
必要不返乡、非必要不远行。

为鼓励就地过年，洛阳市出
台多条措施关爱留洛务工人员。
春节期间，留洛外地务工人员将
优先安排免费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免费向留洛务工人员开放图
书馆、城市书屋、文化馆、博物馆、
公园、游园等公共文化设施。

在原地过年的施工人员过节
期间提高生活待遇标准，由企业
统一安排食宿和年夜饭，人员免
费住宿和就餐。不停工的人员按
两到三倍工资发放或者每天增发
200元至300元津贴补贴。

本地企业在外施工人员和在
本地施工的外地人员，因特殊原
因确需返回家乡的，由施工单位
统一包车直接送到家，并按照当
地要求落实防控措施。

洛阳市还招募爱心企业为一
线建设者送新年红围巾，用爱心
传递抗疫正能量。③6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1月
16日，南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
布最新通告，要求全市各用人单
位采取错峰放假、节后补假等方
式，尽最大努力让在宛务工人员
留在当地过年。

南阳是外出务工大市，记者了
解到，按疫情防控要求，当地号召
身在外地的南阳籍务工人员尽量
留在当地过年，无特殊情况不返

乡；确需回宛的，要提前 3天向所
在村（社区）、单位报备，并提供14
天旅居史、返回方式和返回时
间。南阳相关企业、机构要采取
适当安置措施，鼓励引导外地在
南阳就读学生、务工人员特别是
冷链食品从业者留在南阳过年。
此外，防控部门还要求春节期间，
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不要离开南阳，不前往
境外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③8

本报讯（记者 李昊 通讯员 刘润
琪）“各位父老乡亲请注意，家里如果
有人最近从外地回来，一定要主动上
报，做好登记检测……”1 月 15 日中
午，刚到饭点，沈丘县白集镇李竹园村
3个大喇叭同时响起。

“那是驻村第一书记张书杰。一
到饭点，张书记就准时介绍疫情防控
知识，提醒大家配合做好防控工作。”
村民李丹丹说。

农村疫情防控须接地气儿。防疫
知识复杂难记，张书杰就向专家请教，
把知识“掰开”，通过大喇叭一点点讲给
村民听；大喇叭覆盖不到的地方，他就
揣着小喇叭挨家挨户上门，询问家中有
没有返乡人员、是否进行过核酸检测。

喇叭在手，脚步不停，张书杰的喇
叭声吹进了李竹园村村民的心里。“只
要听到张书记的喇叭声，俺这心里就
踏实！”李丹丹告诉记者。

张书杰只是坚守在农村防疫战线
上的广大基层工作者中的一员。为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沈丘县要求各乡
镇开展拉网式排查，宣传防疫知识，汇
总人员信息，做好返乡人员健康管理。

据介绍，元旦以来，沈丘县已在
578个行政村开展了返乡人员排查和
宣传教育，疫情防控工作井然有序。

“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将疫情拦
在门外。”握紧小喇叭，张书杰又向下
一户人家走去。③6

喇叭声声响
坚守显担当

沈
丘

免费游园 增发津贴

错峰放假 节后补假

▲1月 18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
区民警在柳林高速公路出口进行疫情防
控安全检查。⑨6

◀1月 18日，在郑州东站安检口，工
作人员正使用体温自动测量仪对进站旅
客测量体温，确保群众出行安全。⑨6
均为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争做 河南人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国人
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
精神，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中
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向全社会宣传
发布 2020“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
迹。南阳市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民
警肖振宇入选。

肖振宇，1979年 1月出生，荣立个
人三等功 4次，获个人嘉奖 6次，获得
过河南省公安机关“中原卫士”、南阳

市“百优”政法干警等荣誉称号。
2017年起，肖振宇加入“宝贝回家

寻子网”志愿者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参
与公益寻亲 600 余次，成功帮助 600
余个家庭实现了团圆梦。走失 10 年
的新疆女孩岁某成功与家人团聚，方
城女子付某为已逝母亲找到家，云南
女子茶某被拐 21年后回家，失忆多年
的夏某回到离别 30 余年的家……一
个个团圆故事背后，凝聚着肖振宇的
付出。2019年 9月，南阳市公安局成
立“肖振宇寻亲工作室”。一年多来，

他帮全国 306个家庭找到了被拐或失
散多年的亲人。

1 月 18 日晚上，由中宣部、公安
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闪
亮的名字——2020 最美基层民警发
布仪式”在央视社会与法频道播出。
此次发布仪式分为“大考面前无悔担
当”“打击犯罪、惩恶扬善”“扎根群众、
一心为民”“守卫边疆、赤子情怀”4个
篇章，由最美人物事迹展播、获奖人物
访谈、文艺节目表演和颁奖仪式组
成。③8

寻亲志愿者发来的信息中，多数
是涉及失踪、被拐人员的。肖振宇的
工作并不轻松，如何在不影响工作的
前提下做好寻亲信息查询？他只能白
天把本职工作做好，将晚上和其他空
闲时间全部用来寻人，熬夜成了常态。

寻人工作虽然有高科技助力，却并
不容易。很多案例中，求助者提供的信
息非常模糊，可能只记得一个模糊的地
名或人名，所寻找的人大多与求助者离
散了几年甚至几十年。有时候，寻人办
法都用完也未必有结果。在平时的工
作中，肖振宇更注意向求助人打听被寻
人的方言、特殊风俗、亲人称呼、家乡特
产等，因为这些都可能成为突破口。

2020 年 5月，肖振宇接到方城县
被拐女子茶正芳寻亲的请求。年幼时
被拐，离开家人21年，茶正芳提供的亲
人信息都是错的，寻亲一度陷入僵
局。交谈中，茶正芳跟肖振宇说，她的
家乡盛产芒果和茶叶。根据这一关键
线索，肖振宇将寻亲范围锁定在云南
省临沧市永德县。

对这一区域茶姓居民的信息进行
梳理，他发现一户人
家中有两人的名字
与茶正芳提供的母

亲和哥哥的名字相似。经当地警方确
认，这户人家 21年前确实丢过一个女
儿。得知寻亲成功的那一刻，肖振宇的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杨庄窠乡的
王爱月是父母抱养的孩子。一次偶然
的机会，王爱月得知养母已与家人失
散 30 年。为了不让养母留下人生遗
憾，她在网上发布了为母寻亲的消息。

肖振宇被王爱月的行为所感动。
根据王爱月养母提供的有关贵州家人
的模糊信息，肖振宇进行了数据比
对。经过几番周折，贵州省毕节市黔
西县东北部的永燊乡枫香村一罗姓家
庭被确认是王爱月养母寻找的家庭。
2020年中秋节，在肖振宇的帮助下，河
北、贵州两家人期待了 30 年的团圆
梦，终于得以实现。

几年来，肖振宇不辞辛劳，无怨无
悔，积极帮助找寻走
失人员、被拐人员和
流浪人员，

让他们不再流离失所，回到温馨的家。
2019年9月，鉴于肖振宇在寻亲方

面的出色工作，南阳市公安局成立“肖振
宇寻亲工作室”。工作室成立一年多来，
肖振宇帮全国306个家庭找到了被拐或
失散多年的亲人。

听过不少离散的心酸故事，见过
太多感人的认亲场面，肖振宇深刻地
感受到，生离带给一个家庭的痛苦，有
时远远超过死别。“我愿意为更多失散
家庭导航，牵连起那些离散的血脉亲
情，让更多家庭不再有生离之痛。”肖
振宇感叹，还有很多失散人员没有找
到回家的路。好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他的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公安民警
和寻亲志愿者，他们始终在为“天下无
拐，无失无孤”而勇往直前。③8

中宣部、公安部发布2020“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南阳民警肖振宇入选

让爱照亮回家的路
——记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南阳市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民警肖振宇

上午 10点，记者见到肖振宇时，
他的两部手机响个不停，他接完电话
又忙着接微信语音。

“肖警官，我的侄子在安徽蒙城走
失 8年，麻烦帮我找找”“肖大哥，我母
亲今年 90岁，只盼有生之年能见到失
踪 21年的哥哥”“2009年我姐姐到河
北打工，从此下落不明”……电话里或
是焦急的声音，或是悲伤的哭泣。

“别急，慢慢说，把你知道的信息
说得越详细越好。”“我会尽力的，你的
家人就是我的家人！”肖振宇一边安慰
求助者，一边把求助内容详细记在寻
亲日记本上。

一个多小时后，肖振宇终于能歇
口气了。“咕咚咕咚”，他一口气喝完杯
中的水。

“每个寻亲家庭的背后都有一个
伤痛的故事，每次接到求助电话，我都
感到揪心的刺痛。在寻亲过程中，我
总是将这种痛化作寻亲的动力，帮求
助者一家人早日团圆。”肖振宇说。

今年 42岁的肖振宇，从警 18年，
长期从事警情信息研判工作，在本职
工作中业绩出色。但是这两年他频频

被社会关注，却是因为他的“第二职
业”——公益寻亲。

肖振宇走上公益寻亲之路，和一
部打拐题材的电影《失孤》有关。2017
年，肖振宇陪妻子观看了《失孤》这部
电影。

“这部电影对我触动很大，我也是
一位父亲，也曾有过和儿子在商场短
暂走散的经历，分离时的焦急、疯狂，
我有深切感受。”肖振宇说，在中国还
有不少失散家庭，这些家庭的成员可
能与《失孤》中的父亲一样，一次次踏
上寻亲之路，又一次次经历失望，“看
过电影后，我当即有了一个想法，要为
更多失散家庭找到亲人。”

2017年，肖振宇加入了全国公益
性寻亲网站“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志愿
者团队。寻亲志愿者靠脚步和一股子
热情去帮助求助人圆梦，他们的努力
让肖振宇感动。

“传统的方式耗时费力，现在已经
是大数据时代，我从事的工作是数据
分析研判，能让寻人更便利。”肖振宇
将这一想法向南阳市公安局领导作了
汇报，得到了大力支持。

一部电影 让他踏上公益寻亲路

在肖振宇的办公桌上，3个红色的
笔记本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每个笔记
本的首页都写着“争分夺秒”“天下无
拐，无失无孤”。

笔记本里记录了近千起寻亲案例
的查找过程，还有肖振宇总结的寻人
诀窍。字里行间有寻人遇困的纠结，
更有寻人成功的喜悦。

“‘争分夺秒’4个字是我后来补上
去的，《失孤》影片中，那位因寻女无果
而疯掉的母亲绝望自杀后，她的女儿
被找到。这种虐心的巧合不是电影中
才有的，是真实存在的。”肖振宇说，“我
也遇到过这种案例，有的是寻亲父母年
事已高，等不到团聚时刻就已离世；有
的是失散人员遭遇意外，无法与家人重

叙亲情。寻亲必须争分夺秒，让寻亲家
庭第一时间团聚，不留遗憾。”

一位新疆老人去世前未见到失散
女儿的遗憾故事，肖振宇至今难忘。

2019年年底，肖振宇接到寻亲志
愿者的电话，请他帮助被拐卖 20多年
的女子张某寻找家人。根据张某提供
的父母名字，肖振宇没有查到相匹配的
信息。经过4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他发
现一位新疆老人疑似张某的父亲。为
稳妥起见，志愿者为双方进行了DNA
比对，结果比对成功。肖振宇准备将这
一好消息告知老人时，却意外得知，在
比对结果出来的前一天，老人去世了。

就晚了一天，张某与父亲阴阳两
隔。“如果能早一点确认信息，哪怕早

一天，这对父女也许还能见上一面。”
这件事让肖振宇一直难以释怀。

类似的寻亲案例不止一个。广西
朱某三兄弟寻找 28 年前被人拐卖到
安徽的母亲王某，肖振宇费尽周折找
到王某的所在地，但她已于多年前去
世。肖振宇打电话告知朱某结果时，
电话那头的三兄弟哭得撕心裂肺。

通过这些案例，肖振宇深刻认识
到“争分夺秒”的意义，他把这些字写
在笔记本上，时刻警醒自己，寻人要快
点，再快点。

“如果有时间，我会尽量陪求助人
去认亲。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团聚画
面、一个个心酸的离别故事，都会为我
的公益寻亲路注入动力。”肖振宇说。

争分夺秒 为了让团圆不留遗憾

用爱坚守 让回家的路不再漫长

失忆 30年的花甲老人

找到家人；离散 27 年后一

家人终于团聚；养女帮养母

寻到亲人……这些感人的

故事中，都有一位民警的身

影。

热心公益寻亲，4年来

帮助 600 多个家庭实现团

圆梦，他被称为“河南寻亲

第一人”。

他，就是全国“最美基

层民警”、南阳市公安局情

指联勤中心民警肖振宇。

1月 14日，记者走进南

阳市公安局“肖振宇寻亲工

作室”，听肖振宇讲述寻亲

路上的坚守故事。

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这个寒冬，
校园里的学子们冷不冷？1月14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全省各高校纷纷发
起“寒冬送温暖”活动，烧暖气、送棉被、
发放返乡路费，学子们暖身又暖心。

郑州大学后勤集团积极提升服务
能力，保障宿舍、教室等场所送暖温度
维持在 22℃左右，并在食堂等公共区
域加装速热式水龙头，每餐还为师生
制作免费姜汤、粥。

河南大学累计向住宿学生发放被
褥 730条、热水袋 706个、暖水瓶 120
个。为消除严寒天气安全隐患，学校
对各公寓内的电线线路、消防设施、用
电取暖设备进行检查，防止火灾等意

外事故发生。
信阳师范学院入冬以来累计为学

生发放“爱心棉被”2400余床（件），发放
装有围巾、手套、热水袋等御寒物品的

“暖心背包”100余件，为300余名学生
发放“返乡路费补贴”3.6万余元。学生
食堂推出智慧点餐APP，学生在线预约
点餐，减少候餐时间；在售饭台加装加热
装置，保障学生随时能吃到热饭热菜。

南阳理工学院 2020年 12月中旬
开始组织宿管员熬制红枣姜糖茶，免
费提供给同学们驱寒暖胃，还开通“深
夜食堂”考研专场，免费为辛苦学习的
学生提供简餐。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从 2020 年 11

月 16 日起，学生宿舍、教室、图书馆、
餐厅等各区域中央空调就已开放。学
校使用的水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每
天都会有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维护，确
保供暖系统不间断运行。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举行了
“冬季送温暖”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冬
装发放仪式。受疫情影响，学校主动
把商家请进校园，让学生自行挑选喜
欢的衣物，保护了学生隐私。230余名
困难学生分别挑选了自己满意的棉
服、鞋子等过冬物品，购物费用由学校
全额支付。学校还对孤儿、单亲、身患
重病等特别困难学生发放特殊困难补
助。③6

烧暖气 送棉被 发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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