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辛苦了，快来吃碗热饺子，

俺刚煮好，怕凉，把锅都端来了。”2月7

日中午，民权县褚庙乡柘桑村村民张增

全、赵志芹夫妇俩端着饺子锅，急急忙

忙来到村疫情监测点。张增全夫妇是

2016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经过帮扶，

他们刚刚脱贫。他说，现在国家有难，

看到村干部没日没夜地在执勤防疫，没

啥能帮上忙的，感觉这两天天气很冷，

就想让他们能吃上热乎点的饭。连日

来，褚庙乡22个疫情监测点每天都在

上演着这样的“温暖”画面。

周长桥薛寒摄

民权
干部一线抗疫
群众送饭“支前”

综合新闻 2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李鹏通讯员王蕾）2月

5日晚上，记者在医院病房里见到了仍处

于危重状态的永城市裴桥镇武装部副部

长陈杰。此时的他双眼紧闭，仿佛睡着

了一般。

身为共产党员，48岁的陈杰用忠

诚和担当奔走在战“疫”一线。他所分

包的裴桥镇王阁村，2000多人的村子，

又有武汉返乡人员，他没有在疫情防

控上出现过任何纰漏；春节本该阖家

团圆的日子，他没有陪在妻儿老小身

边，而是在战“疫”一线连续奋战9个昼

夜。由于高强度的工作，2 月 3 日下

午，他突发脑溢血，病倒在战“疫”一

线。

为确保外来人员尤其是武汉返乡人

员“零遗漏”，陈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每当排查到

新增的外来返乡人员时，他总是主动请

缨，做好防护措施后上门详细了解他们

的身体状况、活动轨迹、人员接触等，耐

心引导他们主动居家隔离。同时，安排

村医按需送常备药上门，做好消毒、测量

体温等工作，及时上报有关信息。他在

做好值班工作的同时，每天入村做好疫

情防控宣传工作。

“我每天都会和陈部长入村宣传排

查，遇到困难，他总是迎难而上，他的到

来，让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该村党支

部委员张书坤告诉记者。

采访中，记者来到了陈杰值班休息

的“卧室”。那是在村口设置的一个卡

点，由一个钢筋架和一层塑料布简易搭

建而成，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条被子。

张书坤告诉记者，陈杰每天在村里巡查

到凌晨，累了就在这里睡一会，我们劝他

多休息，他总是不听。

由于一心扑在工作上，陈杰对家庭

很亏欠。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陈杰生活

朴素，甚至清贫。他的妻子是下岗职工，

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和其他生活开支，

基本上都依靠他微薄的工资。2019年

11月，已经70多岁的父亲不幸得了白血

病，由于陈杰工作忙，每个月回家的次数

屈指可数，家中的大小事务都是妻子一

个人操持。

“陈杰同志是一个非常务实有担当

的好干部。”该镇党委书记刘怀义说。

永城市裴桥镇干部陈杰

为保群众健康病倒在战“疫”前线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封德
王玉贵）2月9日早上五点，家住西峡县

伏牛路政协小区的叶静丽匆匆走向两公

里外的弘富康小区的疫情执勤点。

叶静丽是西峡县莲花街道办事处的

一名干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

她主动请缨，来到疫情防控一线。十多天

来，她每天都早出晚归，甚至没有与上大学

放假在家的儿子进行过一次近距离交谈，

没有给家人做过一顿饭，更让她感到愧疚

的是，没时间为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婆婆

尽孝心。“等到彻底战胜疫情，我会用行动

来弥补的！”叶静丽时常安慰自己。

在弘富康小区大门口的帐篷侧面，

“有困难找党员”条幅格外醒目，上面还

有她的手机号码。“只有亮出身份，才能

赢得群众信任，实现与小区居民无障碍

沟通。”叶静丽说。

弘富康小区共有6幢单元楼510户

2000多人，其中湖北省返乡人员14人，

疫情防控任务十分艰巨，不能有一丝马

虎。她带领执勤点的党员志愿者，加强

对进出小区人员的体温测量、出入登记

和规劝，督促执勤人员每天两次对小区

全面消毒，用消毒液喷洒各个楼道、用酒

精擦拭电梯按钮、栏杆等人员接触区域。

细致的工作赢得了居民的理解，而

叶静丽的任务量却加重了。她用自己的

“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指数”。

“静丽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出门了，晚上

11点多才能回来，真为她的安全担心！”提

起妻子，叶静丽的丈夫黎辉心疼地说。

“感觉妈妈这些天消瘦了不少！”儿

子黎士豪观察到。

“一位女同志担当如此重任，真替她

捏一把汗！”同事和朋友们的担心也许是

多余的。

“无论再平凡的事情都要做好，决不能

辜负组织的信任！”叶静丽对自己的要求是

一贯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学

习标兵”……十几本烫金的荣誉证书见证

了她永不停歇的足迹。“叶静丽同志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一位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使

命。”莲花街道党工委书记庞远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师红
军）2月2日一大早，鲁山县马楼乡绰

楼村脱贫户韩果夫来到乡党委书记田

朝阳的办公室，为疫情捐款。

韩果夫从棉袄兜里拿出用纸包着

的1000元现金递给了田朝阳：“俺是

脱贫户，党和政府在俺困难的时候给

了俺那么多帮扶。现在疫情这么严

重，可揪心，俺今天就是来感谢党恩

的。”

韩果夫今年76岁，因病于2013

年被识别为贫困户。经过个人努力和

政府帮扶，他于2018年实现脱贫。

本报讯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邓州

市盐业局把疫情防控当作头等大事来

抓，周密安排，联防联控。

迅速安排，做到“三不三好”，即不

外出休假，守好自己的门；不擅离职守，

尽好自己的责；不敷衍塞责，管好自己

的人。

主动作为，坚持“四个决不”，即思想

上要高度重视，决不麻痹大意；措施上要

严格过硬，决不可应付了事；方法上要科

学施策，决不可单兵作战；党员干部

要冲在一线，决不可忘了初心。

联防联控，做到“五个凡是”，

即凡是进单位人员都要检查登

记、测量体温；凡是回家的亲属都

要申报登记；凡是从武汉回来过

年的人员进行居家隔离，不得外

出；凡是发现不适症状的及时就

诊；凡是不执行防疫措施的一律

顶格处理。 （姚有朝）

西峡县莲花街道办干部叶静丽

为大家舍小家防控一线践初心

邓州市盐业局

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

鲁山县脱贫户韩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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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我们始终在一起

2月8日，元宵佳节，河南省自然资源

厅所辖省直三院为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举办了一场别样的元宵节，通过视频连

线，向远在武汉的医护人员及其在郑州

的家属表示慰问，送上深深的祝福。

两地三方一线牵

当天下午，在省直三院急诊会议室，

屏幕上一方是奋战在疫情前线的白衣战

士，一方是省直三院众人。该院院长曹

晓强认真听取了医疗队关于抗击疫情工

作的汇报，询问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希

望你们在重大疫情面前，既要勇往直前，

更要保护好自己，你们的平安是我们所

有人的牵挂！”

屏幕上还有一方是母亲、妻子、孩

子。医疗队成员杨茗的母亲也是一名医

务工作者，当屏幕上出现奋战在疫情一

线的女儿时，这位母亲说：“我最希望的

就是在打胜这场战“疫”后，女儿能早日

平安归来。”杨茗微笑着安慰妈妈:“妈，

别哭了，我这儿一切都好，你要照顾好自

己。”

医疗队成员师延刚的儿子一周前还

在闹着要爸爸，如今却认真地对着大屏

幕上的爸爸说：“爸爸，你战胜恶魔后赶

紧回来呀，我会在家照顾好妈妈和姥爷

的。”稚嫩的童音让在场的人无不泪目。

在视频连线最后，两地三方在大屏

幕中共同举起手中的元宵，大喊加油，铿

锵有力的声音响彻会议室。

无畏的“战士”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省直三院先

后派出由23人组成的医疗队支援武汉。

这群“逆行者”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其中

有17名是女性。

出发时，有一半的人没有通知亲属，

他们不计报酬、不顾生死奔赴疫情最为

严重的第一线。有的人孩子才刚满1岁，

尚未断奶；有的丈夫是边防军人，只能把

孩子交给父母看护；还有一对90后情侣

果断推迟了订婚仪式，强烈要求双双入

队……

到达武汉后，医疗队立即投身防疫

攻坚战，与时间赛跑，与死神博弈，以血

肉之躯筑起守护生命的长城。

坚强的后盾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省直三院医护

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23名医务工作者

代表河南到一线支援武汉、帮助武汉。”

院长曹晓强说，这体现了河南与兄弟省

份守望相助、心手相牵的深厚情谊，展示

了河南自然资源人发出正声音、传递正

能量的良好风貌，凸显了医务工作者坚

定信心、无私奉献的平凡担当。

省直三院党委书记胡进锋说，为了

让前线医护人员放心，省直三院后方人

员会充分关爱他们的家庭，全方位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想方设法解决实际困难，

尽最大努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确保

医护人员全身心投入到救治工作中。

□本报记者张舒娜通讯员王星
肖婧菁张献伟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对辖区群众缺乏口罩且

防护性差问题，沁阳市紫陵镇党委、

镇政府高度重视，通过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认捐善款和口罩，缓解“一罩

难求”难题，保障辖区群众健康安全。

该镇党委书记王卫响亮喊出“社

会援助奉献爱，人人都有口罩戴”口

号，一方面号召爱心人士捐款由镇里

集中采购口罩，一方面号召辖区玻璃

钢化工企业直接捐口罩，得到了辖区

党员干部和爱心企业、社会人士的积

极响应。短短几天时间，该镇就募到

8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和部分N95防

护口罩，由镇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安

排，及时分发到了奋战在抗击疫情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辖区民警、镇村两

级干部和全镇13个村2.8万名群众的

手中。目前，该镇正在统计各村后续

口罩需求数量，确定专人专车，统一

为全镇各村采买口罩。

“口罩是疫情防控最基本的物

品，我们将密切关注群众需求，保持

与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联系，畅通

口罩来源，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全镇群

众人人不缺口罩戴，为辖区群众生命

健康保驾护航。”王卫2月10日在接

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这样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蔡
云飞）“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郑重向

组织提出申请，自愿加入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攻坚队伍。”2月6日，在汤阴

县韩庄镇大光村村委会大院里，该村

20余名退伍老兵的宣誓声震耳欲

聋。

疫情发生后，大光村退伍军人

建立了退伍军人志愿者微信群，主

动与大光村“两委”干部结合，在疫

情防控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冲锋

在前，用实际行动体现退伍军人的

担当。

“作为退伍军人，我们虽然已经

退出现役，但我们还要保持军人本

色，守好大光村这个入口，把好第一

道防线，为村里和防疫工作作出应有

的贡献！”退伍军人李红伟说。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通讯员范燕
彬 刘芳)“右边是医生，左边是我，后

边的背景是一面国旗。我们一起为

中国加油、为武汉加油！”2月9日，修

武县近千名中小学生纷纷在网络公

益课堂上介绍自己的画作，向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致敬。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出不了门的

孩子一天到晚在家玩游戏、看电视，

家长们忧心忡忡。修武县思维绘画

学校负责人李利霞在县委统战部的

倡导下，利用微信群开设书法绘画网

络公益课堂，很快就有近千名中小学

生加入课堂。

“这堂致敬‘白衣战士’绘画课

程，在孩子们中间反响最强烈。”李利

霞说：“可别小看了这些孩子，他们的

想象力和表现力非常棒！”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
勇)2月11日下午，一批紧缺的医用防

护物资从洛阳市重大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仓库运送到了洛阳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这批物资包括医用一次性防

护服1520套、一次性乳胶手套6000

套、一次性鞋套3000个、一次性帽子

5000个，均属于目前抗疫工作的急需

物资。

洛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安占

立表示，疫情发生后，该局认真履行部

门职责，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和农畜产

品稳产保供，同时主动作为，发挥行业

优势，积极支援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通讯员孟镇
利）“麻烦停一下车，测个体温。”2月7

日，在舞阳县辛安镇水牛刘村疫情防

控检查站，村民刘敬东对待“新工作”

一丝不苟。

平日里，40岁的刘敬东是辛安镇

党委、政府的帮扶对象。疫情当前，刘

敬东主动请战，成为疫情防控“前线”

的志愿者。

刘敬东曾是村里的贫困户，在政

府的帮扶下，2016年，刘敬东一家实

现了稳定脱贫。“吃水不忘挖井人，是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俺脱贫了，关键

时刻，俺就得站出来。”刘敬东说。

沁阳市紫陵镇

解决群众“一罩难求”难题

修武县

千名中小学生作画致敬“白衣战士”洛阳市农业农村局

捐赠抗疫急需物资

舞阳县脱贫户刘敬东

防控疫情做贡献

汤阴县大光村

退伍军人冲在第一线

别样的元宵节 一名乡村医生的责任担当

（上接第一版）王洋把手机上的通话

记录翻出来说：“到了卫生室门口，

他已经提前把药准备好给我拿出来

了。我让他早点儿休息，他说再值

一会儿班，说不定还有人来看病

呢。”

村卫生室虽是小病治疗，但方便

了村民就医。在王土成的卫生室里，

诊断室、观察室、治疗室、药房等一应

俱全。“十几年来，土成跑遍了全村

的家家户户，谁患过哪些慢性病，谁

对哪些药物过敏，他心里都一清二

楚。”王资涵说，为了方便村民看病，

王土成卫生室的灯总是村里最后熄

灭的，对行动不便的患者，他总是随

叫随到，热心上门服务。

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路上

“土成，一路走好，但愿天堂里再

也没有疫情！”

“作为村医，我们不要只流泪，更

要向土成学习，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

得知王土成离世的消息，在王土

成加入的“村医之家”微信群内，众多

同行在表达哀悼的同时，更加坚定了

抗击疫情的决心和信心。

王土成离世后，他的家属主动找

村“两委”干部商议，表达了丧事简办

的想法。于是，王资涵向新王庄村微

信群内发了这样一则讣告：各位村

民，村医王土成10日不幸辞世，因当

前属疫情防控非常时期，转达家属不

收礼、不待客的意思，请大家不要前

往悼念，可以在网上表达哀思，望大

家谅解。

“真是不愿意相信，土成年纪轻

轻的就走了！”

“土成虽然离开了大家，但他对

乡亲们的热爱，对事业的热爱，将永

远激励着我们。”

一时间，村民们纷纷在群内追忆

他们的好村医，在心里默默为他送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