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袁让无数人猝不
及防遥 纵然考验前所未有袁但只
要我们众志成城尧团结一心袁就一
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共产党员亮明身份尧迎难而
上袁 主动投身防控疫情第一线曰
医护人员持续工作袁为病患康复
呕心沥血曰 环卫工人不避风险袁
及时做好卫生清扫尧废弃口罩回
收工作曰 外卖小哥四处奔波袁将
热饭热汤送给需求者曰运输人员
日夜兼程袁 将急需物资送抵一
线曰普通市民留守家中袁不出行尧
戴口罩尧 讲卫生噎噎疫情无情袁
人间有情遥 连日来袁全国各地联
防联控尧群防群治袁对遏制疫情
扩散和蔓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遥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袁 我们要坚定信心袁有
力有方有效科学应对遥各地只有
压实责任尧守土有责袁全力以赴
抓好疫情防控这件头等大事袁才
能真正守护好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袁 让党中央放心袁让
全国人民满意遥

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袁湖北
全省各类医疗机构投入一线的
医务人员超过 17 万人袁 还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 50 多支医疗队尧
超 6000 名医疗队员在湖北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工
作遥火神山尧雷神山两座应急医院袁10 天内集合超
过一万名工作人员参与建设袁完工交付使用后将
极大缓解武汉方面病患收治压力遥 各方众志成
城尧携手同心袁将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实堤坝遥

一方有难袁八方支援遥 自疫情发生以来袁防护
服尧口罩等医护物资需求骤增袁全国各地踊跃向
湖北省和武汉市捐款捐物遥 支援医疗队到了尧口
罩恢复生产尧外省支援蔬菜也陆续到位噎噎正能
量内容持续刷屏袁占据了武汉人的野朋友圈冶袁坚
定了全城抗疫的决心信心遥

武汉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袁 战胜过 1998 年的
特大洪水尧抗击过 2003 年的非典尧打败过 2008 年
的雨雪冰冻灾害噎噎这些不凡经历袁让武汉成为一
座经得住风雨尧扛得过灾害尧赢得了挑战的城市遥武
汉话中常说两句 野不服周冶渊不服气冤尧野冇得事冶渊不
碍事冤袁见证武汉人迎难而上的精神品质遥 如今袁战
胜疫情的医疗力量越聚越强袁共克时艰的基础保障
越聚越雄厚袁人们期待武汉早日遏制疫情遥

疫情面前袁互帮互助尧互相体谅的爱心尤不
可缺遥 广西尧云南尧贵州等多地均发出通知袁努力
让滞留的湖北旅客得到妥善安置遥 有人借助网络
加油助威袁有人科普防疫知识袁更多人捐款捐物尧
提供志愿服务袁无数人行动起来为疫情防控做着
力所能及的事遥 战胜疫情是所有人共同的目标袁
不管身处何方袁 我们携手同心汇聚信心和力量袁
必将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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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战“疫”一线飘扬

银连日来袁 居住在象湖
镇溪背村锦绣万年青小区的
全国人大代表尧共产党员尧万
年青有限责任公司熟料车间
主任黄文生袁 主动承担起小
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宣传劝导工作袁每
天与企业党群部部长吴世明
一起用大喇叭向居民宣传防
控知识及有关注意事项袁并
帮助外县来瑞居家隔离人员
送垃圾尧买日常用品等袁进一
步增强小区居民的疫情防控
意识遥 图为 2 月 2 日黄文生
与同事在小区宣传情景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面对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冶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疫
情袁他挺身而出袁主动请战袁带领
团队冲锋在防控一线曰在繁琐的
防控工作中袁他把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袁
兢兢业业袁任劳任怨袁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充分展现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亮丽风采遥 他就是
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曾东遥

重任在前不退却
自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市人民医
院被我市确定为定点救治医院袁
承担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的救治和防控任务遥 而作为
该院医务科负责人的曾东袁从一
开始就参与了我市疫情防控的
各项工作遥 由于业务熟练袁协调
能力强袁曾东被任命为该院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组副
组长尧医疗专家组副组长袁从事
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冶一线疫情防控工作遥

野我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
备遥 冶曾东说袁他非常关注武汉疫
情的有关情况袁他深知疫情的凶
险遥 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袁自己
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重担扛起
来袁为保护全市人民的身心健康
尽自己的一份力遥

一天接 200 多个电话
制定方案尧督促落实尧综合

协调噎噎作为综合协调组和专
家组的负责人袁他每天要面对大
量繁杂的工作遥 他白天要在防控
现场指挥协调袁晚上回到家后还
要继续接听解答市卫健委尧医院
各部门及各乡镇卫生院打来的
咨询及工作协调电话袁还要在医
院工作微信群中指挥调度袁经常
一忙就是到深夜遥 仅 1 月 23 日
一天袁他就接打了 200 余个工作
电话遥

野工作认真细致袁 敢担当讲
奉献遥 冶这是曾东的同事对他最
深的印象遥 他的同事们都说袁医
院防控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开
展袁曾东功不可没遥

危急时刻冲锋在前
1 月 21 日晚 23 时 30 分左

右袁曾东接到院领导电话袁说谢
坊镇有一例武汉返乡人员发热袁
需救护车接来医院检查治疗遥 他
一下子神经紧绷起来袁患者从武
汉回来袁又有发热症状袁很可能
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遥 与患者零距离接触袁其危险
程度可想而知遥 但在这关键的时
刻袁曾东没有推诿袁他立即从家
中赶往医院袁组织护理部尧院感
科及专家组等相关人员赶往场袁
把患者接到医院检测治疗遥 所幸
的是袁该患者检测结果为阴性遥

从医院开展疫情防控到现
在已经有半个多月时间袁曾东自
始至终和其他医务人员一道袁奔
波忙碌在防控一线袁 没有假期袁
不分昼夜袁冒着随时可能被感染
的危险默默坚守在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线袁履
职尽责袁担当奉献袁用实际行动
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遥

2 月 3 日袁 黄柏合溪村支部书记
刘志兵正行走在村道上袁忙着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袁 忽然袁
一位戴着帽子骑着电瓶车的村民正
向他迎面驶来遥 他定睛一看袁原来是
66 岁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刘
绳学遥

刘志兵顿时愣住了袁他想院刘绳
学不是又有什么事找他吧钥 不想袁刘
绳学紧急在他身旁停下了车子袁一边
涩涩地从裤兜里掏出来 500 元现金袁
迅速放到刘志兵的手上袁然后边走边
说袁希望书记把这点小小的心意捐到
乡政府袁把它作为一个退役老兵为抗

击疫情奉献的一份微薄力量袁并祝愿
全国和瑞金的抗野疫冶战取得全面的
胜利遥

1979 年袁刘绳学响应祖国号召袁不
远千里奔赴祖国边锤广西老山前线袁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袁 为祖国的安
宁不怕危险尧勇于牺牲遥 复退回乡后袁
他一直默默带领乡邻勤勤恳恳搞生

产尧谋发展袁同时也时常关注战友们的
生产生活情况袁 经常组织慰问生活出
现困境的战友遥 作为越战老兵联谊会
的联系人袁 他耐心做好战友思想疏导
工作的同时袁 通过合情合理的方式方
法向有关部门反映老兵诉求袁 在我市
处理涉军群体诉访工作中起到了很好
的联系沟通作用遥

刘绳学由于身体原因袁 家庭生产
生活发展一般袁 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袁 但他总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遥 他说院野咱们生活不
富裕袁算不了什么袁但我们为祖国奉献
的心是饱满的袁内心是富裕的遥 冶

逆风而行 忘我战“疫”
要要要记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曾东

阴本报记者刘俊良

老兵的新作为
阴胡长贵 夏昌发 本报记者钟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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