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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超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 2 月 11
日， 区委书记马明超深入城区部分城中
村和居民小区检查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区领导王之梦、邹松、王汝凌，指
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陪同检查。

马明超一行先后到晨曦苑、教委家
属院、景园、龙城国际等 11 个居民小区
（城中村） 及润德商场检查指导疫情防
控工作。

每到一处，马明超都认真查看进出
人员登记表及防控用品配备情况，详细
询问小区临时党支部成立和分包单位

值班人员在岗在位情况，并叮嘱各卡点
值班人员在开展防控工作的同时，一定
要做好自身防护。

马明超指出， 城中村和居民小区是

城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第一线，也是
内防扩散、外防输入最有效的防线，城关
镇和各分包单位务必集中力量， 加强管
理，筑牢基层社区疫情防控防线。

马明超要求， 要对城中村进行全面
封堵，只留一个出口，并严格落实人员进
出管控措施和 24小时值班规定，坚决切
断疫情蔓延渠道。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 城区所有小区必须成
立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公职
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超市要延长
营业时间，在引导市民批次限量进入、错
峰购物的同时，开通网上购物渠道，提供
同城配送服务， 减少市民排队等候时间
和外出购物频次，方便群众生活，切实保
障群众的生命安全。 ②10

王毅调研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2月 13日，
区长王毅深入瑞能服帽、 银丰塑料、龙
都药业等企业，实地调研指导企业复工
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区领导丁永华、
张健及政府办、工信等部门主要负责人
陪同调研。

每到一处，王毅都走进企业生产车
间、 管理人员办公室及职工用餐点，详
细了解防疫措施落实、 防护物资储备、
产能恢复及市场订单等情况。

王毅强调，企业要落实疫情防控主

体责任，严格按照复工复产相关工作要
求， 制订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做
实做细企业人员调查摸排登记、健康监
测、消杀等防控措施，做到内防扩散、外
防输入；要坚持两统筹、两兼顾，一手抓
疫情防控，积极储备防护物资，一手抓
生产经营，有序、错峰、安全复工复产；
相关部门要分析研判， 正确把握形势，
切实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促进企业
有序安全生产经营。 ②10

淮阳在京创业人士为刘振屯乡捐赠防疫物资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 2 月 13
日，淮阳区在京创业爱心人士为刘振屯
乡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支援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 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谢留定，淮阳区在京创业
人士党支部书记葛杰参加捐赠仪式。刘
振屯乡党委书记刘宏伟代表乡党委、乡
政府对爱心人士表示感谢。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 作为在

外创业的淮阳人，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家乡人民战胜
疫情贡献力量。 ”葛杰说。

谢留定表示，在这万众一心、共抗
疫情的危急时刻，以葛杰为代表的在京
创业爱心人士不忘家乡， 慷概解囊，为
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奉献了爱心，
他们的一言一行为全区人民战胜疫情

汇聚了最强正能量。 ②10

众商贸企业拳拳爱心抗疫情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2月 8 日，
区商务局开展爱心企业抗疫情献爱心

捐赠活动。 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董
鸿，区总工会主席丁永华 ，区政府办 、
区商务局、大连乡、冯塘乡等单位相关
负责人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共收到价值 13万元的爱
心物资， 其中， 博群集体捐赠酒精 48
桶，羲皇集团捐赠口罩 4 箱，河南程丰
收商贸有限公司 （莲菜网） 捐赠汤圆

200 件，中石化淮阳分公司、苏英等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赠方便面 550 件。

董鸿对本次捐赠活动给予了高度

评价。他指出，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这种
相互帮助、 无私奉献的精神， 鼓舞了抗
“疫”一线干部职工的士气，坚定了全区
人民抗击疫情、共渡难关的决心，希望接
受物资捐赠的一线干群， 坚定 “战之必
胜”的抗“疫”信心，坚决守护全区 140万
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②10

抗击疫情不误农时 统筹抓好农业生产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周
思德 文/图）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淮阳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科学调度、精心组织、群策群力、严防
死守，在奋力抗击疫情的同时，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按照工
作部署，积极抓好春管春播工作，推进
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建

设，为全年农业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不误农时抓好春管春播,确保粮食

丰收。 淮阳区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的同时， 广泛动员引导农民和经营
主体有序下田、分时下地、分散干活 ，
抢抓时机搞好春耕生产。 今年，淮阳区
小麦种植面积达 114.5万亩。针对当前
小麦生长中存在的问题， 该区狠抓早
春麦田管理， 实行中耕除草、 科学追
肥、及早防治病虫草害、预防春季冻害
等措施，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促弱苗
转化升级，控旺苗稳健生长，为今年夏
粮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该区通过电视
讲座、发送手机短信、微信群转发 《战
疫情 保春耕 当前我区春耕生产技术

意见》等农业生产技术信息的方式，指
导广大农民防治早春病虫害、 化除化
控、田间追肥等。 目前，该区追肥面积
60 万亩，化除面积 15 万亩，掀起了春
季麦田管理高潮。

积极组织农资企业进村入店。 淮
阳区严格落实 “一断三不断” 运输要
求，为农资、种子、饲料、兽药经营企业
办理车辆临时通行证 54 张, 确保春耕

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运
输畅通。 农资企业和经销商实行“点对
点”生产、配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确保农民有农资可用。 同时，
该区加强农资市场监管， 严厉打击制
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 确保农民用上
放心农资。

开展线上技术指导服务。 淮阳区
组织专家制定分作物、 分生育期技术
指导意见，把防“倒春寒”、防病虫害及
增产稳产的技术措施落实到田(如图)。
该区利用广播、电视、微信等开展在线
培训、在线指导、在线答疑，组织农技
人员进村入户进行实地指导， 帮助农
民解决春耕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
快速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

为加快施工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区领
导多次亲临施工一线指导工作， 副区
长齐长军坐镇指挥，区农业农村局、区
水利局、区自然资源局、王店乡、刘振
屯乡、冯塘乡等单位密切配合，通力协
作，多支工程队争先恐后清理障碍、疏
浚河道、开挖沟渠、修建桥涵、打井、铺
路、植树……

截至目前 ， 该区累计开挖沟渠
6.52 千米，疏浚河道 2.6 千米，整理路
边沟 29.3 千米，植树 2.4 万株，平整田
间道路 4.1 千米，挖蓄水池 20 个，打井
60 眼，埋设地埋管 2.5 千米，进一步提
升了农田基础设施水平， 为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夯实了基础。 ②10

淮阳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2 月 18 日 ，
区委书记马明超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

(扩大 ) 会议暨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 ，
胡东河 、苏中林 、马自成 、马昭才 、谢
留定 、董鸿 、王之梦 、张文峰 、刘淑杰 、
李祥生 、 邹松 、 曹磊等区领导出席会
议。

会上 ，区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胡
东河传达了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刘
胜利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示精神 ，

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董鸿传达了副
市长秦胜军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讲

话精神 ，区委常委 、统战部长刘淑杰
提请研究交通管治工作 ，副区长王汝
凌通报了当前全区疫情防控工作情

况 。
马明超强调，要正确理解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关于公路交通管控 “五个严
禁”要求，严格按照要求执行，并结合全
区防控形势 ，根据 “收缩防线 ，织密网

格，扎紧篱笆 ，管服结合 ”的原则 ，堵疏
并举，从严管控。 对“四类人员”要按照
医疗程序和上级政策， 实行科学管理、
科学诊治；对密切接触者和重点疫区返
乡人员，务必走到 、问到 、摸排到 、登记
到，扎实做好人员管控工作。 要加大对
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排查力

度，所有公职人员要本着对自身 、对公
众、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主动配合登记、
实事求是汇报 、全面完整回顾 ，确保全

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指挥部要吃
透上级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及时调整
工作方案，切实提升研判决策能力和组
织协调能力 。 对指挥部出台的各项政
策、指令，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服从、精准
执行 ，决不能讨价还价打折扣 、推诿扯
皮不落实；对脱岗离岗、工作不力、敷衍
应付的单位和个人 ，要依纪依规 ，严肃
追责问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坚强纪律保障。 ②10

高超伟：军嫂放弃探亲勇赴“疫”线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苏叶松

������“我是一名军嫂 ，更是一名护士 ，
疫情面前 ， 我们感染科就是前沿阵
地，而我就是一名白衣战士！ ”面对采
访 ， 淮阳区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以下简称感染科 ） 护士高超伟如是
说。

高超伟的丈夫是一名现役军人 ，
两人聚少离多 ， 每年只有一次探亲
假。 2020 年春节前夕，高超伟原本想
带着不足 2 岁的儿子去部队和丈夫过
个团圆年， 农历腊月十六， 她早早订

了高铁票， 无数次憧憬着见面时的情
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然而，此时
的疫情已经开始蔓延。疫情就是命令，
她毅然退了车票，腊月三十，她的身影
出现在了医院感染科， 并主动请缨加
入抗击疫情第一梯队。

高超伟告诉记者，她当时的心情很
复杂，因为她和丈夫一年也见不了几次
面，丈夫的假期非常少，而作为护士的
她，平时也没啥假期。 年幼的儿子每次
跟爸爸视频，都对着手机屏幕不停地喊

“爸爸”。 这次探亲没有成行，孩子有点
不开心，她心里特别难过，感觉对不起
孩子，让他受委屈了。

“我是一名护士 ，更是一名党员 。
面对疫情 ， 我要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
对于我放弃探亲勇赴 ‘疫 ’线的决定 ，
我丈夫非常支持 ，每次打电话都鼓励
我 ，要我保护好自己 ，加油干 。 ”高超
伟说。

农历腊月二十七， 高超伟接到护
士长的电话， 通知疫情防控工作正式

开始，每个护士都要做好准备。 虽然有
思想准备，但高超伟还是有些紧张，她
担心会把病毒传染给孩子。 后来，医院
让医务人员下班后集中入住宾馆 ，防
止交叉感染。 她每次与儿子视频时，儿
子都哭喊着要找她。 “妈妈要打病毒，
病毒是个怪兽。 把病毒打跑了，妈妈就
回去了。 ” 高超伟每次这样安慰孩子
时，年幼的孩子总会握起小拳头，为她
加油。 孩子的懂事让她特别感动，也特
别欣慰。 ②10

孙照青：持中医利器 战新冠恶魔
记者 侯俊豫

�������“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每一个医
生的天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平日
里， 出身中医世家的淮阳中医院医生
孙照青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淮阳中医院积极响应国家卫健委、
国家中药管理局的号召， 发挥中药优
势救治新冠肺炎患者。 孙照青时刻关
注武汉医疗救治一线反馈的数据和信

息：在适用中医进行治疗的病人中，有
效率为 86%；中西药结合治疗，有效率
为 92%。 从大数据来看，中药在此次新

冠肺炎患者救治中， 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孙照青说，中医是古人留给我们的
一种智慧、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医文化
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学习中医，并
把这一技术应用到实践中治疗病人，让
病人早日康复是他最大的心愿。诊治新
冠肺炎患者以来， 让中医及时跟进、全
程参与，是他救治患者的基本思路。

从新冠肺炎留观病人入院第一天

起， 孙照青就一直参与对患者的诊断
和治疗，他根据患者的情况，因人而宜

制定中药处方， 患者在服药后效果显
现。

2 月 16 日晚， 孙照青在和一个患
者沟通时， 得知留观病人吃了中药颗
粒后，精神状态不错，自身感觉已无大
碍，很想出院。 他耐心劝导解释，让其
继续住院观察， 按照国家要求的标准
和程序解除隔离。 听了他的解释，病人
表示愿意继续住院观察。

面对病人， 孙照青总是事无巨细，
尽职尽责。 他留存着每一位病人的联
系方式及处方， 每天都要电话跟踪回

访，了解他们的服药情况，叮嘱他们注
意事项。

孙照青不仅有扎实的中医理论知

识和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 还有一颗
爱岗敬业、心系患者的心，他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一名人民健康卫士的责任和

担当。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我会在医院

的大力支持下，勇敢拿起中医这个‘利
器’，驱除、消灭病毒。 希望这次疫情早
点结束，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孙照
青说。 ②10

程宁：直面病毒毫不退却
记者 侯俊豫

������淮阳区疾控中心有这么一支队伍，
他们任务是面对面为返乡群众采集咽

拭子和抽血，并负责将这些标本送至实
验室检验。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他们身处一
线，他们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提取者”与
“运送者”。这支队伍由 7名检验人员组
成，区疾控中心检验科副科长程宁是这
支队伍的队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
际， 她果断把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回老
家。她说：“儿女情长，我已顾不上，国家

有难，我不可不战！ ”
2 月 11 日是淮阳区开展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第 21天。 当日 7时 40
分，程宁的手机铃声响起，她接到任务，
外出为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的 12
名群众进行样本采集。她立即全副武装、
召集队伍，整理好采样所需的装备。将要
出发时，她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她 3岁
多的孩子发烧了，因在特殊时期，心急如
焚的婆婆不敢去医院。 她赶紧安慰婆婆
说：“没事儿，咱家备的有退烧药，给他喂

点儿药就好了。 ”隔着护目镜，大家看到
一向坚强乐观的她，眼圈湿润了。

12名密切接触者，12个采样现场……
一个又一个的任务接踵而至。 同时，他
们还要到区人民医院感染科收集新增

疑似住院病人初测和复测样本。由于样
本有效时间最多只有 12 小时， 他们完
成采样任务后，要立即将原始送检表和
检测报验单进行填写、确认，然后，马不
停蹄赶赴周口市疾控中心检验科。程宁
每天回到单位时已是深夜。

就这样，只要有采样需求，他们便
立即出发。为的是及时找到新冠肺炎患
者，让患者及时隔离并得到治疗，避免
交叉感染。 为了送检，他们多少个白天
黑夜奔赴在采样和送样的路上，忘了时
间，忘了孩子，一天下来，难得吃上一口
热乎饭。 天气虽冷，但严密的防护服却
捂得他们满身是汗。

程宁像战士一样，用自己柔弱的肩
膀，承担起最危险的工作，用自己的责
任和担当，默默奉献着。 ②10

支二朋 ：帮扶领头雁 健康守护人
记者 侯俊豫

������“感谢党委！感谢政府！”刘振屯乡辛
井村村民曹金花接过区文改委驻村工作

队队长支二朋送来的米和面，不停地说。
支二朋在“疫”线日夜奋战的同时，

心里一直牵挂着村内几户贫困户、困难
户，担心他们饿着、冻着。 疫情就是命
令，扶贫更是职责。 支二朋火速购买了

米和面， 一户一户送到困难群众家中，
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支
二朋责任在肩，敢于担当，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工作干在前，危险冲
在前。他带领村委干部和全村党员面向
党旗庄严宣誓， 誓当疫情防控冲锋员，

为了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无惧生
死，不计代价，不退疫情不收兵，不破楼
兰终不还。

支二朋带头捐款 1000 元用于购买
防护物资，多方协调，为村里找来口罩
500 只、测温设备 3 台、消毒液若干桶，
多次组织机械对全村进行消毒。半个多

月来 ，他逐户排查 ，严控卡点 ，昼夜奋
战 ，共排查 410 户 、1700 多人 ，做到了
宣传到位、排查到位、防范到位，筑起了
一道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

眼下，支二朋正组织村干部战斗在
疫情防控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②10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 淮阳区大连乡代庙行政
村街道上活跃着一支由区妇

联驻村工作队和代庙村 “四
组一队” 成员组成的 “娘子
军”。 她们身穿红马甲，戴着
口罩，有的在防控卡点执勤，
有的在胡同里清扫垃圾 、喷
洒消毒水， 她们舍小家为大
家，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力量。

记者 侯俊豫 摄

战战斗斗在在““疫疫””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