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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科技界力量 奋战在抗灾防疫最前线
——全省科协系统抗灾重建科学防疫纪实

尽锐出击 科协全线动员防汛救灾抗疫

省科协领导认真检查省科协机关疫情防控工作，就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进行安排部署 魏平 摄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员工涉水送菜保障医院医患正常就餐 广大医务科技工作者投身疫情防控一线

7月 17日开始，河南遭遇一场范围
广、强度大、持续久的强降雨，引发罕见
汛情灾情。险情就是命令，省科协党组
密切关注灾害动向，党组书记王新会和
主席吕国范对防汛抢险工作作出具体
安排，一场各级科协组织全线动员的防
汛救灾硬仗就此展开。

防汛救灾，众志成城。在防汛救灾
的危急时刻，新乡、周口、鹤壁、安阳、焦
作等地的市科协及基层科普组织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显
现了基层科协组织的责任与担当。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危

难时刻，我省各级科协组织逆行搏击风
雨。当强降雨来袭时，新乡市红旗区科
协组织人员赴牧野湖、新中大道与荣校
路交叉口搬运沙袋；淇县科协工作人员
到泄洪区驻村帮助防汛抢险，冒雨及时
转移群众16户 30余人。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在灾后重
建过程中，周口市科协带着爱心企业捐
赠的胡萝卜、鸡蛋、方便面等大批物资，
急速送达西华县防汛救灾物资调配中
心；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积极组
织会员企业向灾区捐助药品、消杀用
品、饮用水和食品，为当地人民平安渡

过难关贡献力量。
“新冠无情、抗疫有我。”当新冠肺

炎疫情再度呈现扩散趋势后，全省各地
科协组织积极行动，开展防疫志愿服务
等活动，深入街道、社区，与群众一起携
手共同筑起抗击疫情的坚实防线。

省科协机关党委征集党员志愿者，
省科协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
职工踊跃报名、冲锋在前，下沉社区、服
务基层，积极投入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许多地市科协组织迅速转变角色，
应对新的挑战。不少下沉的机关党员干
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就地转化为防

疫服务队，组织带领广大群众精准防控；
医疗卫生机构科协组织广大医务科

技工作者投身疫情防控一线，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责任
和担当全力构筑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8月8日，省科协党组书记王新会向
中国科协领导汇报了河南省科协开展
防汛救灾、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后表示，
将进一步提升站位，进一步发挥优势，
更加广泛地凝聚科技工作者智慧力量，
把应急科普、科技志愿服务深入开展下
去，在打好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这两场
硬仗中彰显科协组织的担当作为。

全省各级科协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为群众服务

应急科普 为抗灾防疫点亮科学明灯

“强降雨灾害后，常会造成食物短
缺、缺乏安全饮水，我们应该怎样保障
好饮水和能量的供应?”

“经历过暴雨灾害，我们该如何及
时做好家人和亲友的心理疏导工作？”

面临灾难，及时有效的科普知识就
是指引群众抗灾自救的一盏明灯。在
强降雨来袭期间和灾后重建过程中，省
科协组织各地科协组织利用媒体平台
进行全方位科普宣传，为防汛救灾提供
了科普力量。

省科协科普部及时编发防汛救灾
应急科普知识，河南科技报、农家参谋

杂志等科协所属媒体和省科协全媒体
科普传播中心开通防汛救灾应急科普
专题，及时发布、精准推送；

鹤壁市各级科协利用优势资源和
现代化手段开展线上线下应急科普宣
传，提升群众应急能力；

安阳县科协针对防汛救灾中的科
学问题，动员全县科普志愿者，广泛转
载、传播“科普中国”防汛救灾科普知识
1.2万余次；

汝州市科协充分利用“科普汝州”
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方式宣传科普抗
灾减灾及灾后防疫知识，传播正能量；

河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联合中国
灾害防御协会等机构发起“万众豫心”
心理援助志愿活动，帮助受灾群众重建
心灵家园。

“面对疫情应该这么做：出行时戴
口罩，勤洗手，讲卫生，不聚会，勤测温，
勤通风，多锻炼，不信谣，不传谣，常消
毒，防病毒……”舞钢市科普志愿者现
场发放科普图书，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科普知识，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驻马店市科协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统筹利用好报刊、电视以及微信、微博、
科普e站、科普大篷车等渠道，加大健康

教育宣传普及和舆论引导，以科学知识
抵制流言传播，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
识。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16万多名
科技志愿者和科普信息员参与防汛科
普知识生产和传播，转发“科普中国”、
应急管理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权
威防汛救灾科普图文视频信息 1000万
多条次，播放量、阅读量达1.2亿人次。

连日来，省科协相关部门积极发挥
科普工作主要社会力量作用，开展疫情
防控应急科普，提升公众科学防范意
识，做到“疫情不解除，科普不掉线”。

河南“最美科技工作者”、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
教授李建军指导金银花种植户抗灾自救

保驾护航 学会救灾彰显专业力量

一辆先进的“探地雷达综合检测
车”，从雨后的郑州街头缓缓驶过，道路
下方隐蔽的空洞就在雷达屏幕上一览
无余，并精确确定位置、深度和范围等
信息，这是中国电科 22所“探地雷达技
术服务队”在行动；

一次专业的技术咨询服务，针对郑
州某项目部多个地块基坑浸水、滑塌的
险情，迅速给出了专业化建议，并应用
于险情处置中，这是省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会“灾后科技专家救援团队”提供的
技术支持；

一款可随身携带的水质快检箱，无
须水、电等外备设施，就可快速检测出

灾区的水质是否可以安全饮用，为灾区
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这是省生物工程
学会基于灾后防疫的水质安全监测需
求所加急研发的抗灾利器……

7月 27 日，省科协发出通知，积极
组织全省学会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建立
应急救援科技志愿服务队伍投身防汛
救灾，为我省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
科技支撑。

河南省测绘学会动员 20多家会员
单位第一时间为郑州特大暴雨灾害提
供应急测绘保障服务，安排飞行小组和
测绘服务人员为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门
提供应急测绘服务；

省城科会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完成
并发布《暴雨形成的原因及洪涝灾害防
控》应急手册，为灾害防控提供科学建议；

河南省地质学会各理事单位分别
向受灾市县派出专家参加防汛救灾和
地质灾害排查，在郑大一附院、航海西
路金水河桥坍塌地区等地全力协助抢
险，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省地球物理学会组建科技救援团
队，初步吸纳15名地球物理学科专家，依
托地球物理科技人才资源和勘查设备为
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技术支持；

河南省软组织病研究会组织 10余
名专家，携带共计价值五万余元的救援

物资来到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现场
为救援的人员把脉问诊，诊断治疗，帮
助救援人员解除疼痛、缓解疲劳；

医疗卫生机构科协组织专家积极
行动起来：针对特殊时期的疫情防控要
点，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李思靓给出
了科普性建议，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心内科医疗团队为省内心血管疾病患
者提供了系统性防控指南，河南省人民
医院、省立眼科医院微生物室主任医师
孙声桃针对灾后预防感染性角膜炎给
出了提示，来自河南省中医院的周艳艳
整理了中医提高正气、预防疫情的妙
招，供人们参考。

医疗卫生机构党员志愿者奋战在战“疫”一线，全力构筑
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献计献策

院士专家展示智慧担当

“要从保障国家安全的底线思
维来重新审视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要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
角度重新审视城市建设标准”……
暴雨过后，痛定思痛，我们的城市建
设该如何应对极端降雨事件？面对
这一严峻问题，河南“最美科技工作
者”，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金良进行
了切中要害的分析，给出了实事求
是的建议。

河南“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家耀则建议，要从思
想上增强各级领导的风险应对意
识，在组织上建立健全严密的各级
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指挥体系；在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采取切实
有力措施改造或重建；在城市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设真正能用
好用管用的让“智慧城市”能“智慧”
的“时空大数据平台”。

除了建议，还有支援。暴雨过
后，郑州约有长达2500公里的道路
需要进行排查和快速修复，中国工
程院院士、省科协特邀顾问王复明
通过“工程医院”平台向国内有关单
位发出倡议，短短几天，已有中国中
铁、中国电建、中国水电、河南水利
勘测院等省内外13家单位，组织了
31支志愿队伍飞速驰援河南。

脑中有智慧，心里有担当。面
对水灾和疫情的双重冲击，我省以
院士专家为首的一批“最美科技工
作者”、首席科普专家关键时刻冲上
前，或一线调研，或奋笔直书，为灾
后重建和疫情防控积极献计献策，
用真知灼见展示了科技工作者的社
会责任和智慧担当。

玉米受灾867万亩、大豆受灾48
万亩、饲草受灾面积7.94万亩、15%
的芝麻田块发生渍害、病害……突
如其来的暴雨灾害，使我省农作物
大面积受灾，更对下阶段农作物生
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为了加强灾后
管理，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我省农
业专家纷纷冲向一线，为农民提供生
产自救的科学指引，减损失，保丰产。

“当前，夏玉米处于大喇叭口
期，是决定玉米穗粒数的关键时期，

要及时排水、及时扶正、补施肥料、
防治病虫害、及时改种……”全国

“最美科技工作者”、著名玉米专家
程相文研究员针对受灾农田，提出
了因地制宜的分类指导意见；

“当前芝麻生产进入初花—盛
花关键生育期，及时追肥、确保后期
营养，同时加强病渍害防控……”国
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省农科院芝麻研究中心主任张
海洋研究员带领在豫芝麻专家及示
范县技术人员共 22人，深入灾区调
研，给出了芝麻灾后生产恢复具体
技术措施。

“大灾之后防大疫”，还要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省首席科普专
家、中原名医、河南省人民医院院
长、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执行院
长邵凤民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
判断。他表示，当前疫情防控，要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一要抓好灾后
防疫工作，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卫生
防病知识；二要从严从细、常抓不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西
医联合的“重拳出击”，取得了良好
效果。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南
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苗明三表示，在
目前郑州“涝疫结合”的背景下，中医
药“养护自身正气”的主动防疫显得尤
为重要；

面对当前传染性超强的变异株
德尔塔病毒，中国工程院院士、省科
协副主席、河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张
改平呼吁，要加快推进新型高效新
冠病毒疫苗产业化；

…………
无论是防汛救灾，还是疫情防

控，我们的科技工作者都深入一线，
敢于发声，用清醒和务实的判断，为
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指明了努力
方向。

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
水灾和疫情，在省科协的组织和引导
下，全省科技界上下一心、党群一心，
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凝聚起一股无
难不克、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展示
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科技为民、战斗有我的英姿风采！

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著名玉米专家程相文研究员针
对受灾玉米提出灾后管理意见，全力降低农民损失

省首席科普专家、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授胡华锋指导黄河
滩区苜蓿生产自救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省科协提供）

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和接踵

而至的疫情，让我们在这个夏天

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考。

闻“汛”而动。一场罕见暴雨

在7月份突袭中原后，省科协立即

成立应对灾情领导工作小组，迅

速凝聚全省科技界力量，发挥科

技、人才、学会、科普等资源优势，

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全员出战、身

先士卒，奋战在抢险最困难、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

防疫有我。进入8月份，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考验，

省科协迅速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处置指挥部，及时印发《关

于做好省科协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等，动员全省科协组织积极行

动起来，勇当“防疫先锋”。

汇聚全省应急科普组织力量，

积极投身一线担当“科普精兵”；

组织全省学会骨干，发挥专

业优势为防汛救灾贡献“科技之

力”；

动员全省科协各基层组织，

亮出科协旗帜积极冲向一线为群

众解困排忧；

组织全国及河南最美科技工

作者、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等，积

极为我省灾后重建和防疫工作献

计献策，为打赢这两场硬仗作出

科协贡献。

…………

防汛抢险、灾后重建、疫情防

控……面对一场场硬仗，河南省

科协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在省委

省政府领导和中国科协指导下，

组织引领全省各级科协组织和广

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抗灾重建

和科学防疫行动，奏响了一曲众

志成城、昂扬奋进的战歌。

□尹江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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