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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赵君明 陆梦娇

沙澧河畔流光溢彩的灯熄灭了、嵩山
桥上没有了往日的车水马龙、公园里不再
见嬉笑打闹的孩童……突然暴发的疫情，
让整个漯河城区如同按下了“暂停键”。

连日来，在争分夺秒的战“疫”中，漯
河市各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尽锐出战，
用赤诚担当构筑起疫情防控的“红色堡
垒”，在静谧街道中流动着亮眼的党旗红。

冲在前，组成党员先锋队

“妈妈，我学了新的舞蹈，你晚上能回
来看吗？”“妈妈工作结束就回去，你先乖
乖睡觉。”4月 16日，隔着屏幕和5岁的女
儿“拉勾”后，王瑞华草草挂断电话，生怕
眼泪掉下来。

忙于疫情防控，王瑞华半个多月没回

家。应对疫情防控，这位漯河市委统战部
派驻临颍县齐庄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像个
无所畏惧的“女战士”。

王瑞华仅是漯河坚守“疫”线的党员
干部队伍中的一员。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抗击疫情以来，漯河市各条战
线党员干部战斗在第一线、工作在最前
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动起
来’，才能切实让群众‘安起来’，保障社会
面‘静下来’，尽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漯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娜说。

做在前，化身志愿服务红

无论是隔离场所的布设，还是防疫物
资的分发，无论是前台值班电话连绵不断
的问询，还是隔离人员的求助和疑惑，在
隔离点驻守的近 20天，漯河市西城区管
委会干部陈超锋事事上心，不厌其烦。“回
家暂缓，照顾好父母和孩子，媳妇辛苦

了！”送别 60名隔离人员离开后，他悄悄
拿起手机给妻子发了这条短信，放弃了回
家的计划，选择再次向“疫”而行。

“收到”“已在前往小区的路上”……
漯河市关于市直、区直部门分包小区的紧
急通知发出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群里回
复不断。疫情防控关键时刻，来自509家
市县（区）直及驻漯单位的机关党员干部
挺身而出，穿上红马甲，拿起小喇叭，在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体现“硬核”担当。

“蔬菜、鲜肉、卫生纸……”他们化身
“代办员”一一核对购买清单，全力保障
居家隔离人员的日常生活；搭起遮阳棚、
摆放采样台、拉上引导线，他们娴熟地为
每轮全员核酸检测做准备；“请伸手测
温”，他们化身为入口测温员、秩序维护
员、信息录入员，核酸检测现场秩序井
然；1000 多个小区值班室的灯彻夜明
亮，他们化身防控值守人，不间断守护一
线“小门”。

走在前，建强防控小网格

“您好，我是咱社区的会杰，现在需要
对咱家人口基本情况做个登记。”漯河市
召陵区天桥街道漓江路社区居委会副主
任靳会杰带着支部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
门登记。漓江路社区大多是老旧小区，没
有电梯，一天下来她和同事累得直不起
腰。“时间紧、任务重，耽误不起。”她说。

这是漯河市人口“大排查、大起底”工
作的一个缩影。在这次“敲门行动”中，漯
河市 3.35万党员兼起网格员，利用“大脚
板”逐村、逐小区、逐单位、逐户、逐人登记
基本信息，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打牢了基
础。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
影；哪里最吃紧，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担
当。“守护家园，义不容辞，唯有奔赴！”这是
漯河市10余万党员干部的铮铮誓言。③7

□本报记者 李倩

4月 14日，在上海张江方舱医院，在
我省援沪医疗队的精心治疗下，首批 311
名患者治愈出舱，中医药的治疗覆盖率达
100%。

整建制接管定点医院、组建中医治
疗团队、制定河南版中医治疗新冠肺炎
方案……在与新冠病毒的艰难对抗中，河
南中医药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探索出的
治疗策略越来越清晰，一批高素质的中医
队伍得到了锤炼与成长。

管理机制逐步规范
——中医协同治疗并保持相对独立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我国疫
情防控与治疗的一大特点。

今年 2月，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印发《河南省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中医
药防治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
引要求，在定点救治医院一个病区配备两
名中医医师承担专岗工作，负责全病区所

有患者的中医观察、诊断和诊疗方案，与
西医共同会诊商定治疗。

短短几句话，背后凝结着诸多尝试。
去年 7月底郑州暴发疫情后，省卫健

委迅速组建河南首批省级中医救治队，第
一时间入驻定点医院。从那时起，我省开
始探索中医医师进驻后的管理治疗模式，
既与西医协同合作，同时又相对独立发挥
作用，从而更有利于患者康复。

“病区内中医医师对每个病人进行辨
证分型、遣方用药，根据不同阶段不断调
整方药，以确保中医诊疗质量，与分组管
理的西医一起落实完善的中西医协同救
治。事实证明这样的模式效率高、效果
好。”省卫健委中医处负责同志介绍。

治疗方案积极探索
——在针灸和儿童治疗上先行先试

3月中旬，针灸和儿童新冠肺炎中医
治疗首次被纳入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其实，在第九
版方案印发前，河南已在新冠临床采用中

医药治疗上率先迈出了一步。
首批入驻定点医院的中医组专家、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
医师陈利说，针灸治疗对普通型患者都适
用，尤其对患者的后期康复效果明显，在
改善一些并发症上作用显著。

去年多地疫情中儿童患者增加，因
此，由国医大师丁樱牵头、河南10多位中
医儿科专家共同起草了“河南版”儿童新
冠肺炎中医防治方案。

作为河南方案起草组的专家成员，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儿科
医学院党委书记任献青认为，方案依据儿
童临床特点、儿童体质和河南气候等，实
行一人一案，使中医药在儿童新冠肺炎参
与救治率达到100%。

应急机制趋于完善
——确保“点开药到、应服尽服”

新冠变异毒株传染性强、隐秘性高，
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启动中医药预防，确保
中医药早期干预、全程使用、全面覆盖。

如何保证速度？河南把中医药干预
纳入“四早”内容，建立中医药应急保障机
制，统一组织、统一方剂、统一煎煮、统一
配送，确保集中隔离人员等重点人群“点
开药到”“应服尽服”。中医药全方位参
与、全方面介入，一系列措施为确保中医
药第一时间参与发挥着积极作用。

艰难考验锻铸队伍
——锻造一批中医防治的高素质队伍

“给中医中药一块阵地，我就给你演
一出好戏。”这是两年前，张伯礼院士代表
中医向新冠肺炎下的战书。两年后，在无
数人努力下，这块“阵地”被守牢，在壮大。

今年以来，省卫健委共派出 14名省
级中医专家、74名中医医师到定点医院
参与医疗救治工作；4月 12日，河南增派
一支由75名中医医师组建的中医医疗队
从郑州出发，支援上海疫情防控工作。

更为关键的是，在新发突发传染性疾
病的临床防治中，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在不
懈前行。③9

中医战“疫”河南“有方”

“疫”不容辞 唯有奔赴
——聚焦漯河战“疫”中的党员先锋

4月 13日，郑州市一家农
贸市场，工作人员正在蔬菜摊
位设置特色防疫标语牌。郑州
市市场发展中心新编通俗易懂
的市场疫情防控“顺口溜”“土
广告”11000 份，发放张贴到
全市市场，营造群防群控的良
好社会氛围。⑨4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张体义

一千多年前，隋炀帝为什么要下令开
凿隋唐大运河？它为沿线城市、村落带来
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如今，洛阳隋唐大运
河文化博物馆把大运河“搬”进展厅，走进
其中，可领略千百年来沿河两岸的繁华与
变迁。

4月 19日，记者刚走进隋唐大运河文
化博物馆，就被其新颖独特的设计所吸
引。圆弧穹顶上，由 12.6 万个三彩陶单元
组成一只只犹如被风吹满的船帆，在光线
充足的条件下，能让人感受到三彩陶吊顶
的光影变幻，犹如流动的大运河，波光荡
漾、秀美壮阔。

博物馆内，以“国运泱泱——隋唐大运
河文化展”为主题的陈列展览，通过“天工
国运 一统中华”“千年运河 万物通济”“隋
唐盛世 国运繁华”“古今辉映 源远流长”
四大版块内容，讲述了隋唐大运河的历史
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都市繁荣和文化交
流。尤为吸引人的是，“一粒米的漕运之
旅”沉浸式体验空间，观众可沿着脚下的

“运河”走向，通过漕运征收、运输、抵达不
同故事场景，了解沿线城市风貌、河工技
术、漕运制度变革、仓储方式等大运河文化
的精彩细节。

“当年隋炀帝开凿隋唐大运河主要是
为了巩固国家政权，进一步加强对江南地
区的控制。”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陈列保
管部主任杨浩烨说，隋唐大运河连通了海
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
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满足了粮食等重
要物资的运输需求，是政治、经济、技术发
展的必然结果，推动了政治一统、经济发
展、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可以说在一定程
度上支撑起了唐宋盛世。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介绍，
中国大运河河南段主要是指隋唐大运河通
济渠、永济渠及京杭大运河会通河台前段，包括洛河、汴河、卫河、
会通河四个大运河文化遗产段落，流经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焦
作、新乡、鹤壁、安阳、濮阳等地。以隋唐东都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
运河，无疑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大运河，已流过千年岁月。除了个别区段仍在发挥作用
外，其他多已淤塞淹没或废弃，但其沿线留下了大量与运河相关的
重要文化遗产。在运河沿线考古发掘发现了洛阳回洛仓遗址、含
嘉仓遗址以及浚县黎阳仓遗址等，这些关系国家命运的国家粮仓
的发现，充分印证了大运河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功能。

依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的浚县古城，历经岁月洗礼，旧貌换
新颜。穿过云溪桥，登上古城墙，无论俯瞰还是远眺，“两架青山一
溪水、十里城池半入山”的古城新姿令人震撼。尤其当夜幕降临，
现代光影科技与运河文化元素、古城特色文化元素和现代艺术元
素有机融合，仿佛碰撞出一座“千年穿越的不夜之城”。

据统计，河南大运河沿线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5个、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9 处、国家非遗项目 66个，并坐落着郑州、
开封、洛阳、安阳四大古都，以及商丘、浚县等 7座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不仅有河道、码头、河堤、水工设施等物质文化遗产，还孕
育了独特的文化与习俗，如江河号子、木版年画、民间社火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见证过繁华盛世，经历过困顿落寞，如今又迎来了重
大发展机遇。

当前，河南正在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全力塑造“行走
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在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看来，河南应抓
住机遇，充分发挥大运河文化这个超级 IP优势，进行创新性转化创
造性发展，将文化遗存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把历史文化名城和运
河文化贯通起来，将沿线古城串联起来，打造运河文化旅游长廊，
形成联动效应，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为文化强省建设
奠定坚实基础。③6

“看着豫黄梨树苗长势喜人，成排
成行的梨花盛放，等到下半年盛果期一
到，就可以销售了，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
好，真的感谢供电公司给予的帮扶。”近
日，台前县清水河乡王庄村支部书记王化
田对再次前来实地了解豫黄梨产业发展
的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道。

2022年是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一年。
随着农村产业项目增多，用电负荷不断
攀升，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紧密结合实
际，主动对接农村产业发展用电需求，及
时协调解决制约供电服务效能方面的问
题和不足，推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供电
服务，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该公司积极聚焦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核心任务，以电力保障为基础，因
地制宜，助力帮扶村王庄村豫黄梨产
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农民更
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2019 年我们种植了 270亩豫黄
梨，在 2020年扩大规模又种植 200亩
豫黄梨，现在豫黄梨种植覆盖了全村
所有群众。”在王庄村的豫黄梨种植基
地内，王化田说。

刚开始种植豫黄梨时，村民也把握
不好“火候”。王庄村沙地干得快，村里
灌溉用的机井离梨园又比较远，浇水非
常吃力，每次村民都想多浇点水。结果
田里时旱时涝，豫黄梨长得并不好。

该公司清水河供电服务站了解情
况后，立即帮助王庄村在梨园中间位
置打了一眼机井，并通了电。有了电，
种植的村民随时可以抽水灌溉，豫黄
梨长势越来越好。

为了保障梨树丰收，并积极向县
供电公司反映，获得了投资 17万元架
设农排配电变压器一台及辅助设备。

“现在有了挣钱的门路，驻村干部
还不时提供技术指导，乡村也在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村里越来越干净了，生活一
天比一天好啊！”看着干净的水泥路，想
起自己这几年的变化，王化田不由感叹。

看着村民灿烂的笑容，我们相信，
幸福生活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

同时，为了满足王庄村发展种植
业、养殖业的用电需求，根据王庄村电
力负荷紧张的状况，国网台前县供电
公司加快实施王庄村农网改造升级，
新建王庄3号台区，新增200千伏安变
压器一台、10 千伏线路延伸 170 米、
400伏线路延伸520米。

自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国网台前县
供电公司坚持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
帮扶的原则，全力落实帮扶工作责任，
持续加大帮扶力度，选齐配强帮扶干部
队伍，持之以恒做好对口帮扶工作，困
难户收入水平、特色产业、生活水平等
逐年取得新突破，脱贫攻坚成果得到进
一步巩固。 （王凯川 孙阳阳）

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产业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国网濮阳县供电公司组织

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濮阳中建
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帮助客户检
查用电设备，并详细了解最近用电需
求和供电服务建议，这是该公司大力
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掠影。

近年来，该公司全面贯彻落实省
市供电公司和县委、县政府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决策部署，不断完善以客户
为中心的服务体系，提升优质服务水
平，为濮阳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
的“电力引擎”，客户用电“获得感”和

“满意度”得到全面提升。
不断提升办电用电满意度。该公司

通过推广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APP等
线上渠道，实现复杂业务“最多跑一次”，
简单业务“一次都不跑”，大幅提升了客户
办电服务体验，并坚决取缔用户办电各
项服务费。同时，该公司按上级要求不
指定设计单位、不指定设备材料供应单

位、不指定施工单位。自2021年以来，
该公司共受理高压报装207户，无一例指
定设备、设计、施工单位事件发生。

完善电网建设，提升供电可靠性。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该公司持续
推动农村电网提档升级，2021年该公
司投资计划共下达 6个批次，总投资
5271.85万元，共计131个单项工程，其
中 93个单项工程全部为机井通工程，
共投资 1802.9万元，新建改造 10千伏
线路 33.2 千米，新建增容 159 台变压
器，容量15900千伏安。受益农田面积
26万亩，极大地助力濮阳县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减负，为辖区内养殖种植等特
色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基础能源保障。

主动走访问需解难。该公司组织
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暨客户大走访活动。
走访中，听取企业客户对供电服务和优
化电力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提升用户获得电力服务水平。在
活动中，共走访濮阳县辖区内企业2500
余家，收集并解决客户需求100余次。

拓展绿色能源增值服务。细分客
户群体，提供电能替代等综合能源服
务、能效诊断、节能改造、设备代维运
行等差异化增值服务，帮企业降低用
能成本，同时服务社会节能减排，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2021 年该公司对 20
余家企业开展了屋顶光伏项目宣传，
近一半的企业达成安装意向。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下一步，该公司将秉持“人民电业为人
民”的企业宗旨，深度发掘电力市场化
储备，拓宽电力供应渠道，拓展电能替
代广度深度，高效率办电、高品质服
务、高质量供电，以更大决心、更强力
度、更实举措，持续推动营商环境全面
优化，为濮阳县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郭帅 王凌博）

国网濮阳县供电公司：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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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6日，平顶山文旅基地铝丝工艺品师傅孙国强在教孩子
们编织铝丝手工艺品。孙国强希望未来有更多人能学习了解这
门手艺，让传统工艺持续绽放光彩。⑨6 古国凡 胡留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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