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医护人员为居民核酸检测采样

守卫城市 他们“核”你在一起
一手提着采集箱、一手拎着物

品，郑州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护士孙
凤菊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入户为苗
圃花园社区居民吴阿姨采集核酸
样本。吴阿姨患有小儿麻痹症，常
年卧床。本次郑州全员核酸检测
中，对于这样行动不便的居民，都
提供上门采样服务。在没有电梯
的老旧小区，白衣天使们就只能一
趟趟上下楼梯为居民服务。

防护鞋套一直到膝盖，比较宽

松，孙凤菊说，每跨一级台阶都要抬
高步子，时刻提防鞋套绊倒。吴阿
姨家住四楼，楼层并不高，但到吴阿
姨家门口时她还是累得气喘吁吁。
她能感觉到汗水像虫子一样往下
爬，又痒又有点刺痛。

“阿姨，别担心，很快就完成
了，张开嘴，啊……”这个重复了无
数遍的简单动作依旧温柔仔细，不
到10秒，核酸采集完毕。吴阿姨感
激地说：“姑娘，辛苦了，谢谢你！”

拎着采集箱穿着防护服 楼上楼下为居民上门采样

“几天没回家，今天和孩子以
这种方式见一面，上午工作量大，
匆匆忙忙，一句多余的也没交流，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连目送都忘
了”。这是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
三病区护士长曹秀丽8月2日晚上
的一条朋友圈内容。

8月 2日上午，曹秀丽和河南
省胸科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起来到
郑州市丰产路小学核酸检测点为
附近居民做核酸检测，连续三四天

奋战在一线的她，已经好几天没回
过家了。没想到，采样过程中，一
抬头，发现面前的采集对象竟是自
己几天没见面的儿子。匆忙间，这
对母子一句话也没说，但曹秀丽
说：“虽然我没说话，但我知道他一
定认出我了，因为他一直在对我
笑。”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曹秀丽说
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做完我又赶
紧给下一位居民做，都没来得及目
送，也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走的。”

“儿子一定认出我了，因为他一直在对我笑”

“我是党员，我不上谁上？不能
等着让医院给我们派发任务，我们就
应该第一时间上前线，义不容辞！”郑
州市二院青光眼病区的青年医生狄
浩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二七区的
两轮核酸检测采样，他都冲锋在前，
他说，平时在临床一线工作中积累了
防疫和急救方面的经验，而且眼科医
生的手讲究的就是稳准又轻巧，“正
好适用于给社区的孩子和老人采集
核酸样本，不会给他们带来痛苦，我
真的有点小得意”。

8月 2日下午，狄浩浩随队到社
区进行核酸采样工作时，由于天气炎
热、工作强度大，出现了低血糖反应
突然晕倒，脸色苍白、浑身大汗淋
漓。大家都劝他先回去吧，然而，他
简单休息恢复后，坚持连夜工作十几
个小时，圆满完成核酸采集任务。狄
浩浩说，自己本来就是来一线为群众
服务的，一定不能因为个人原因耽误
工作，还给大家添麻烦。“我必须把共
产党员勇于克服困难、为人民服务的
精神和责任担负起来”。

7月 31日，一接到医院通
知，郑州市二院内分泌科杜非
洲、口腔科牛瑞珂夫妻俩安置
好孩子，就来到医院随队分别
前往支援各社区核酸检测点。

虽然夫妻俩在一个单位，
但是三天都没有见面了，只是
偶尔有空了用微信报个平安。
8月3日，二七区启动第二轮核
酸检测，夫妻俩又同时被抽调，
被分配到了不同组。这次，他
们终于远远地见了一面，互相
挥了挥手致意。

在疫情面前，这对夫妻档作
为战友并肩作战。“我如果爱你，绝
不像攀缘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
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
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
起。”牛瑞珂动情地说，“我俩都相
信，这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从下午1点忙到次日8点，
直到小区居民全部采集完。

8月3日，郑州市中心医院内
分泌科护士邢慧娟第三次被派往
封控区为居民做核酸采集。当日
21点40分，她正在二七区小赵寨
村社区为居民做核酸采集时突然
停电了，眼前漆黑一片。当时还
有居民在排队等候，大家没有商
量，医护人员和居民自发举起手
机手电筒照亮了工作台。

“突然有三四束光一下把我
这儿照亮了，我就看得特别清
楚，采集也没有中断。我特别感
动，有居民一直在我头顶上方举
着手机……”连日的辛劳，她已
经记不清具体为多少人做过核
酸采集，只记得最长的一次是从
下午1点做到了次日8点，直到
小区居民全部采集完毕才结束，
整整 19个小时。8月 4日中午
12点，她又在中心医院门口集
体乘车前往该社区继续为居民
进行第二轮核酸采集。

战“疫”夫妻档：这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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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
传承中华文化
普及规范字教育

专业人就要做专业事，为了
进一步推进书法艺术特长教育及
普及工作，郑州市硬笔书法家协
会培训中心专门成立了师资培训
部，面向广大中小学校教师及教
育机构开展书法教育师资专业培
训工作，同时，针对培训机构转型
发展素质类和艺术类项目，培训
中心还可以与有意向的单位开展
各层次合作，具体事宜可以与中
心客服联系。

依托专业书法组织，汇聚书法
教育人才，开展规范字普及，现面向
全市诚招合作单位！

艺术教育趋热，培养孩子书法特长正当时
今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6月
15日，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
司成立。在当日的启动会上，有关
领导强调指出，校外培训机构要本
着对孩子、对家庭、对国家高度负
责的态度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开展
绿色培训，要做学校教育的有益补
充，开展音体美、琴棋书画等培
训。此举不仅对校外培训有了新
的期待，同时也指明了发展方向。

专家
规范字教育
应从娃娃抓起

“求木之长者，必先固其根本，中国
字是中华民族之根、之本、之魂！”中国
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河南省硬笔书法
家协会主席司马武当曾说，“青少年是
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孩子练习书
法应该越早越好，应从小启蒙孩子的书
法意识和兴趣，并且从规范书写开始，
培养孩子良好的书写习惯。”司马武当
认为，让孩子从小练习书法，不仅可以
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书写习惯，写一
手漂亮且让人羡慕的汉字，增强孩子自
信，而且还能让孩子静下来，减少浮躁
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还能培养孩子的艺
术特长，甚至终身受益。

郑州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自
成立以来，认真贯彻“高举一杆旗，唱响
一首歌，走好一条路”的理念，以坚定文
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践行大书法统
领中心工作，依托专业书法社团组织，
始终专注规范字（书法）教育推广事
业，把《写字歌》唱响大河南北，让广大
师生和书法爱好者在歌声中深刻体会
“横平竖直写自信，一撇一捺学做人”，
在歌声中激发培值“写一手漂漂亮亮

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爱国主
义情感。

在上级单位的领导下，近年来，郑州市
硬笔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开展了一系列书
法（规范字）公益进校园、硬笔书法师资培
训以及多届全市青少年书法大赛活动，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公益效应。据了解，由郑
州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参与主办的青少年书
法大赛已经进入最后评选工作，颁奖活动
将择期举行。

专业 依托社团组织开展书法推广

更多书法师资培训信息
请扫码了解

新华保险河南分公司
应对双重“大考”助力复工复产

在这个特殊的8月，面对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两场“大考”，新华保险河南分公司作为一家大型寿险公
司，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勇于担当，抓实抓细防范举措，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主动作为，抗汛防
疫融合推进，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统筹协调，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发挥保险金融服务功能，践行保险行业
初心使命，在双重“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为河南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自身贡献。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宽 张俊 通讯员 王雪 唐爱红

党旗就是方向，信心就是底气。按
照中央及中投党委的统一部署，在新华
保险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抗汛与
防疫交织的大考中，一方面河南分公司
党委提高站位，勇于担当，坚守岗位，亲
赴一线，带队赴新乡卫辉、周口扶沟慰
问受灾群众，组织全员捐款，以身示范
带头抗汛防疫，为队伍“打好样”、带领

队伍“跟我上”；另一方面，党员干部们
主动作为，护堤守坝、设置救助点、当义
工、捐物资、献爱心，尽己所能，帮助受
灾群众渡难关。

截至目前，为全力支持河南防汛救
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中投公司捐款1500
万元、新华保险捐款 1000万元，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新华

保险河南分公司辖内各级机构响应分
公司党委号召，陆续开展“风‘豫’同舟
共克时艰”防汛救灾募捐活动，全省党
员干部、全体员工及销售队伍纷纷慷慨
解囊，共募集善款 59.74万元，已为郑
州、新乡、周口、安阳、鹤壁等受灾地市
捐款、捐物合计逾 46.46万元，剩余善款
将持续助力全省受灾民众灾后重建。

抓实抓细防范举措
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汛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
对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新华保险河南
分公司提高站位，迅速成立防汛应急专
项领导小组，第一时间启动重大应急理
赔事件（Ⅰ级）应急响应，发布主动提供
服务、开通服务热线、开通绿色通道、设
现场案点、无保单办理赔、开通预付服
务、取消医院限制、提供人文关怀等八大
理赔服务举措，紧急调派理赔专员成立
“暴雨重大应急响应郑州专项工作组”，
前往出险现场，进行查勘及慰问，迅速核
实情况，切实做到应赔尽赔、应赔快赔，
及时发挥保险社会“稳定器”功能。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柜面职场安
全管理的通知》，针对柜面房屋稳定、门
窗检查、物资准备、电子设备等进行安全
规范要求，开展安全巡查，切实保障服务
人员和客户人身安全。针对受灾严重柜
面安排人员值守，加强E化工具办理业
务，畅通电话、网站、微信、APP等线上渠
道，提升办理效率，提高客户满意度。

同时，下发《关于河南分公司持续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通
知》，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压实主体
责任，强化源头防控，重点围绕员工核酸
检测、办公场所管理、重点区域防护、个
人防疫宣导、弹性远程办公等方面定方
向、明措施，确保将政府、监管等上级决
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位，推动
各项防控工作安全有效落实。

抗汛防疫融合推进，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行动就是力量，发展就是目标。面
对抗汛、防疫双重大考，新华保险河南
分公司积极做好汛后职场修缮及员工
健康防护、新冠防疫各项工作，全力推
进复工复产。

在抗汛重建方面，新华保险河南分
公司党委班子成员多次前往郑州受灾
严重的金水支公司，察看职场受灾情
况、修复情况，慰问值守员工；看望慰问
受灾团队成员，帮助汛期被中断的营业
网点尽快恢复营业。同时，总公司工会
向河南拨付专项抗汛防疫资金30万元，

分公司工会向各中支拨付抗汛防疫专
款 17万元，上述专款共计 47万元全部
用于员工健康安全防护，积极配合当地
政府持续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在疫情应对方面，紧盯业务节点，召
开线上追踪会议；深化渠道合作，进行线
上产品推动；聚焦队伍发展，开展线上恳
谈；坚持线上活动，追踪周客户量等细化
举措，确保业务、新增不停歇。同时聚焦
主责主业，发挥保险金融服务功能，积极
落地总公司扩展保险产品责任和“新安保
保障计划”，向一线队伍及客户免费赠送

保险，做到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两手抓、
双推进，夯实队伍架构，赢得客户认同。

实干笃行，砥砺奋进。历经双重大
考，没有实干进取破除不了的难局，没
有锐意奋发解不开的难题。新华保险
河南分公司在抗汛和防疫大战中，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员大担
当、大作为、大勇毅，持续坚持抗汛防
疫、复工复产统筹推进，必将以实实在
在的经营业绩砥砺前行，奋发进取，积
极发挥保险金融服务功能，助力河南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发挥保险金融服务功能

随着集结号吹响，一批又一批白衣战士奔赴战场，在全员核酸检测一线奋战。
为了守护城市和人民，他们不舍昼夜、废寝忘食，誓与疫情抗争到底；他们逆行而上、坚守岗位、直面病

毒，与时间赛跑。护目镜下布满血丝的双眼、防护服里浸透汗水的衣衫、脸庞上留下的一道道勒痕，令人为之
动容。 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 文/图

眼科医生的“小傲娇”：
我的手稳准又轻巧

书法教育合作及师资培训
客服电话：13213200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