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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城区环保局闫学良捐赠 10 吨消毒液支援疫情防控

疫情无情人有情 大疫面前显担当
□本报记者 王勇

疫情无情人有情，无偿捐献助抗疫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处
于关键时期，社会各界抗
击疫情的战役正在周密
进行， 但因防疫物资紧
缺，各级医疗机构卫生防
疫面临诸多困难。

随着疫情防控力度的
不断加大， 防疫物资的用
量也越来越大， 一些防疫
物资急需补充， 闫学良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四处
打探防疫物资， 当获悉做
物流生意的亲友处储存有
消毒液时， 他立即向亲友
说明目前医疗机构急需消
毒液的实际情况， 提出自
己可以出资购买， 无偿捐

献给政府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 亲友对他的爱心之举
非常感动， 当即答应无偿
捐献，支援抗疫阻击战。而
一些药店也获悉这批消毒
液的消息， 纷纷打电话希
望能高价购买， 被闫学良
和亲友婉拒， 将 10 吨 84
消毒液无偿捐献给宛城区
红十字会。

宛城区红十字会将
这批消毒液及时分配给
宛城区 14 个医疗机构
及乡镇卫生院， 用于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 当日上午 9 时，
在宛城区卫健委院内，
一辆罐车运来了 10 吨

84 消毒液， 一壶壶灌装
好的消毒液被分配到宛
城区各医疗机构和乡镇
卫生院。

前来领取消毒液的
工作人员纷纷感叹：“这
批消毒液来得真及时，近
期医院消毒物资损耗大，
之前储存的消毒液都快
用完了，正发愁到哪儿再
进货，没想到有人无偿捐
献，这可真是解了我们的
燃眉之急啊。 ”记者从我
市多家大型医药连锁药
店了解到， 目前市场上
84 消毒液稀缺， 而像这
么大量的消毒液更是千
金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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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消毒液是从
哪儿调运来的，现在这
类物资可 是 太 难 得
了。 ”1 月 29 日上午，
在南阳市宛城区卫健
委院内，该区各医疗机
构和乡镇卫生院工作
人员前来领取消毒液，
大家纷纷打探这批消
毒液的来源。 原来，这
10 吨 84 消毒液（次氯
酸钠）是南阳市生态环
境局宛城分局的闫学
良和亲友无偿捐献的。
得知这一情况，人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

致河南省体育彩票
从业人员的一封家书

亲爱的体彩家人：

见字如面！
你们的身体还好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让这个春节令人难忘。 无论是待在
家里，还是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我
们每个人都是战士， 因为我们清楚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最近一个时期， 全省体育彩票
系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严格落实省
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相关指示，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和河南
省体育局工作要求， 全省各省辖市
体彩分中心、 各体育彩票销售实体
店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我们为大家
的恪尽职守点赞。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根据疫情
形势的需要， 按照财政部和国家体
育总局体彩中心的要求， 我们继续
暂停营业， 恢复销售时间将根据我
省疫情防控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省中心知道， 继续休市将给广大体
育彩票代销者和销售员带来一定的
困难，没有销售收入的同时，又要支
付房租、水电网等费用。大家面临的
困难，省中心感同身受。

近来， 省中心对部分实体店进
行了电话走访和调研， 我们的热线
也接到了部分代销者的反馈， 大家
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也提出了很多
有建设性的建议。 省中心会认真考
虑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疫情当前，大
家对事业的责任心没有丝毫的懈
怠， 用行动让省中心感到全省体育
彩票系统一定能够同舟共济度过这
个艰难时期。

更难能可贵的是， 我们的实体
店代销者和销售员同志们对财政
部、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省中心
有关继续休市的通知表示充分理
解、坚决支持，这体现了全省体育彩
票从业人员高尚的爱国情怀和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在这里，省中心向大
家表示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是
我们全省体育彩票系统识大体、顾
大局的集中体现。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仍然重要、
紧急， 我们有很多同志已经投入到
一线的防控防疫工作中， 这种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值
得全系统职工学习， 是全省体育彩
票系统的骄傲， 充分展现了体彩人

的情怀和精神， 省中心向奋战在防
控防疫一线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并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在防控防
疫一线奋战的同志们一定要多保重
身体。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保护好自
己和家人不受病毒侵害是对阻击
疫情最大的贡献。省中心在今后一
段时间内将继续引导广大体彩家
人做好疫情防控，采取一系列措施
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努力把疫情影
响降至最低；也请每一位体彩家人
继续坚持讲政治、顾大局、勇担当，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
带头做到———

勇于坚守：生命重于泰山，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为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效减
少人员聚集，保护您和家人、朋友，以
及更多市民的生命健康，请按捺住急
切销售之心，留在家里和亲人再共度
一段温馨时光。

勇于担当： 积极响应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发布的《体
育彩票全体从业者倡议书》，严格执
行彩票市场休市的相关规定， 展示
体育彩票的责任担当。

勇于自律：调整好心态，积极配
合当地政府开展防疫工作， 万众一
心与疫情战斗。注重自我防护、自觉
佩戴口罩，不信谣、不传谣，不随意
转发、不恶意评论，在疫情防控中积
极发挥正能量， 争做群防群控的体
彩公益代表。

勇于行动： 休市期是能量积累
期，也是素质提升期，更是修身养性
期。请大家利用好这一时期，认真学
习，提升销售业务技巧，为更好服务
广大购彩者做准备， 努力吸引更多
人参与到体彩公益事业中来。

各位体彩家人， 在全国上下
精诚团结、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
关键时刻，让我们携起手来，筑牢
战“疫”坚固长城，汇聚战“疫”最
大合力， 把疫情防控作为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的主战场，扎实做好
各项防控防护工作， 坚决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无论在什么
时候， 省中心都是大家的坚强后
盾！ 我们一起加油，同舟共济、共
渡难关！ ⑥1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 年 2 月 12 日

彰显共产党员本色，大疫面前有担当
目前，南阳市生态环

境局宛城分局发起了向
闫学良学习的倡议，倡议
书中说：“在这次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闫学良了解
到我区急需消毒物资，想
尽千方百计协调 10 吨 84
消毒液，无偿捐献支援疫
情防控工作，得到区委的
赞扬，为我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了力量。 希
望全局同志要向闫学良
学习， 立足岗位找差距，
团结一心攻克坚。 ”对于
闫学良的爱心之举，同事
们纷纷给予点赞，在该局

掀起了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的热潮。

1 月 30 日，记者电话
采访了南阳市生态环境
局宛城分局局长高建军，
他告诉记者：“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以来，我们迅速安排
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当闫
学良向局里汇报有 10 吨
84 消毒液要捐献时，我们
立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
宛城区卫健委，卫健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不能让献
爱心的个人承受经济负
担， 政府可以出资购买，

但闫学良和亲友
坚持无偿捐献，他
们这种大公无私
的精神令人敬佩，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
高建军介绍，闫学良负责
辖区空气检测站点的工
作， 他不仅工作认真负
责， 还非常乐于助人，深
受同事们的喜爱。

1 月 30 日晚， 闫学
良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
后连连婉拒，表示自己只
是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在
记者的多次劝说下 ，闫
学良才接受了采访 ，他
说：“现在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 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 疫情防控工作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只
有社会大家庭好了，我
们个人的小家庭才能过
得好， 希望这批消毒液
能够派上用场。 ”⑥1

捐赠 84 消毒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