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来自不同行业的他们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凝聚战“疫”力量 他们都是好样的
3月 25日，全市第二十二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这是一场特殊的发布会，邀请了来自疫情防控一线的六位抗疫先

锋，讲述他们亲历的抗疫故事。 在疫情袭来时，他们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成为了这场战“疫”无畏的逆行者。 今天，我们来倾听他们的故事，更
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凝聚战“疫”力量，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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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党强

践行医者誓言
守护患者健康

1 月 23 日，我被任命为南
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
专家组副组长，负责协调全市
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的
治疗工作。 与此同时，我也是
市中心医院最早一批投入疫
情救治工作的医务工作者。 自
参加抗疫工作起，我每天不分
昼夜地奔走在各县区，会诊新
冠肺炎疑似病人，每次会诊都
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在此之
前，当得知要面对新冠肺炎这
种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未知疾
病，我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责
任重大，同时下定决心，一定
要战胜它。

回想工作过程中，发生过
许许多多的事，让我至今还记
忆犹新。 2 月 1 日， 我参与了
一例重症患者的抢救。 患者刘
某病情突然恶化，氧饱和度降
到 60%，随时会出现心跳骤停
的危险，需要立即进行气管插
管， 使用呼吸机机械为其通
气。 由于插管过程中，病人的
呛咳会导致病毒瞬间喷射，这
一操作将使得医务人员被感
染的风险极大。 随后，在院呼
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等
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医师们
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完成
了手术。 在没有发生感染的情
况下，患者的病情经过抢救也
稳定了下来，我揣在心里的一
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在

那一刻，我为自己的职业而感
到骄傲，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就
是要为患者解决病痛，帮助他
们恢复健康，而我们在坚持不
懈地践行自己的使命。

2 月 4 日，立春，南阳首个
重症治愈患者在市中心医院
出院了，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当患者走出隔离区。 隔着玻璃
门向我们挥手告别，又深深地
向大家鞠躬时，让我们这些参
与救治的医务工作者倍感欣
慰，感觉自己的付出都得到了
回报。 而南阳首例重症患者的
治愈，增添了我们战胜疫情的
信心。

2 月 14 日， 我有了新战
场，市中心医院决定成立新的
隔离病区。 我立即向领导请
缨，主动承担这份责任。

2 月 29 日，最后两位患者
在我院治愈出院。 望着空荡荡
的病房， 我心中百感交集，既
有如释重负的放松，也有对共
同奋战在医疗一线的兄弟姐
妹们的不舍。 这是疫情对我们
医务工作者的考验，只有不叫
苦、不喊累、扛得住，才能将这
场无声战役打得赢。 无论肆虐
的病毒如何凶险，我们作为医
务工作者都会挺身而出，奋战
在第一线， 挡在病患面前，用
血肉之躯和真诚筑起捍卫患
者健康的万里长城，做最美逆
行者，践行医者誓言！

市城管局环卫处干部张楠

城市美容师 疫情逆行者
在抗击疫情阻击战中，

中心城区 5000 余名环卫职
工始终坚守岗位，积极抗疫，
保障运行， 维护了城市环境
的干净整洁， 促进了城市生
活的有序运行。

在疫情期间， 我不仅要
安排单位值班执勤， 加班印
制宣传标语、宣传单等工作，
还要为大家购置口罩、手套、
体温计、酒精、84 消毒液等物
资， 更要为晚上值班人员做
好后勤保障工作。 于此同时，
我还参与起草了疫情期间关
于做好全市环卫工作的方案
措施， 并督导落实环卫常态
长效管理措施， 尤其是加强
环卫作业过程灭菌消毒工
作；我组织过 3 次“无死角、
无盲区、全覆盖”全城消毒行
动。 这项行动很繁琐，要提前
发布消毒公告， 规划作业路
线，准备消毒剂，集中人员、

车辆等。
工作过程中， 令我印象

最深的是第一次行动。 2 月 2
日，原本通知车辆人员下午 5
时到市环卫处机关集中加装
消毒剂。 然而下午 2 时，我突
然得知运输消毒剂的车辆因
相关规定暂时无法进市的消
息，于是，我连忙写了紧急请
示来处理这件事。 经上级领
导积极协调， 消毒剂才按时
送达， 保证了行动按原计划
进行。

其实， 环卫工作多数时
候是“围着垃圾打转”。 在疫
情期间， 环卫工作不仅脏且
累， 更增加了病毒感染的风
险。 我不定时通过各级环卫
部门微信工作群， 推广防疫
知识、 工作动态和疫情信息
提示， 引导环卫系统的干部
职工理性认识疫情， 不信谣
不传谣，坚持科学防治，不断

提升防疫措施， 保持管理工
作常态长效。

做了这些工作，我最大的
感受是，我们每个环卫人都在
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城市的美
丽和市民们的健康。 此前，国
家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
刘李峰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环卫工作者不仅是城市的美
容师， 也是这次疫情的逆行
者。 ”得到这样的肯定，我深感
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黄瀛

日夜坚守 守好南阳第一道防线
疫情阻击战打响时，恰

逢新春佳节，原本是我和丈
夫团聚的日子。 然而，接到
奔赴抗疫一线的通知后，我
们毅然选择各自奔赴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场。 始终放在
心里的责任感，使我度过了
最艰难的时刻。

说起我的丈夫，他如今
远在四川， 是一名戒毒民
警。 今年的大年三十早上，
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全警
停止春节轮休返岗执勤。 在
这样的情况下，我面对党旗
写下请战书，毅然奔向火车
站的疫情防控卡点。 就在那
一天，他正坐在来看我的火
车上。 接到通知后，火车还
未到站， 他也就近返回单
位， 开始在工作岗位上 60

多天的封闭执勤。 我们二人
虽不能像别的夫妻那样能
够执手团聚，但我们的心始
终在一起。

为了守好火车站这第一
道疫情防控防线，我和同事
们不分日夜地坚守在岗位
上。在工作过程中，穿防护服
不方便上厕所，大家就减少
喝水的频率； 没有桌子吃
饭， 我们就蹲在地上用餐；
来回奔走的过程中， 脚上磨
了泡， 大家就自觉多穿一双
袜子；由于要不停提醒喊话
劝告往来行人，嗓子哑了，我
们就含颗润喉片； 橡胶手套
戴久了导致手部过敏， 我们
就多抹点护手霜；室外天冷
风大，我们就贴几个暖贴……
通过两个月的努力，在我们

值守期间，无一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进入
市区。

其实， 警察也是血肉之
躯，有喜怒哀乐愁。 但人民警
察的职责， 让我们在疫情面
前，不能退却。 群众的满意和
肯定是我们能够毅然前行、
无悔付出的不竭动力。 ②9
（本报记者 刘玲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