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

初到现在经济社会基本正常，

各行各业都付出了很多，涌现

出了众多抗疫英雄。

100秒带你回望燕赵儿

女带给我们的那些感动与

力量。

致敬每一位向险而行的抗疫英雄

10 月 16 日，全

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隆重举

行，《河北抗疫图景

志（视频版）》带你回

顾2020河北抗疫难

忘瞬间。

河北抗疫图景志长城新媒体原创MV
带你重温燕赵抗疫难忘瞬间

长城新媒体原

创MV《你是我的最

爱》带你重温燕赵抗

疫难忘瞬间。谨以

此歌献给每一位温

暖了2020年的你，

感谢你的为爱坚守。

在田野乡村，在城市

街巷，经济社会各种要素

流动起来，生活生产的

“热浪”滚滚来袭。河北

正在“动”起来、“活”起

来、“亮”起来。洗征尘，

整行装，河北再出发！

奋力夺取“双胜利”
慷慨燕赵抗疫图（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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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哪里，我们就战斗在哪里！要

以实际行动守好河北‘空中门户’！”10月16

日，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举行，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

场分公司总经理罗晓广作为代表发言。

此次表彰大会上，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分公司被授予河北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先进基层党组织。

越是艰险越向前，这是民航人的责任

担当。在罗晓广的发言中，石家庄国际机

场抗疫的时间轴快速展开。

迅速行动，全力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正赶上春运高

峰，机场人流物流密度大，防控难度高。”罗

晓广回忆，为确保“省内不扩散、不输出，省

外不输入”，自1月22日开始，石家庄机场

2座航站楼所有进出港旅客全部进行检测

体温，航站楼全面消杀，值班柜台、安检通

道全部开通……以此提高通行效率，避免

人员聚集，防交叉、防聚集、保畅通。

疫情突发，虽紧张不安，但在各工种的团

结协作下，疫情防控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积极开辟绿色通道，圆满完成援鄂医

疗队、赴非医疗专家包机等应急运输保障

任务。在我省援鄂医疗队凯旋之日，机场

专门架设“水门”，迎接白衣战士胜利平安

归来。全力推进航空市场恢复发展。目

前，机场客运航线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101.9%，新开国内国际货运航线16条，货

运量同比逆势增长34.2%，为全省复工复

产提供了强大运力保障。

外防输入，保障好经停分流
国际航班

随着疫情的发展，当国内疫情得到控制

时，严防境外输入又成了疫情防控的关键。

“3月23日零时开始，所有目的地为北

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12个指定

的第一入境点入境，石家庄机场就是其中

之一。”罗晓广介绍说，3月15日下午，航站

楼管理部接到保障经停分流国际航班的任

务后，就开始对1号航站楼进行改造。

接受任务，容易；要完成好，不易！每

一个区域的重启，都是一次“大改造”。

顺利完成改造并不意味着任务完成。

流程繁琐、耗时太长，怎么改进？罗晓广等人

决定在航站楼内开辟一个区域做模拟客舱。

一个决定又是一场苦干！待所有区域

全部重新改造完成后，飞机停场时间从13

小时24分缩减到最短3小时4分，旅客下机

时间从8小时18分钟缩减到最短37分钟。

这是一场数字战“疫”！机场、海关、边

检紧急演练，300名国门卫士奔赴一线，直

面没有防护措施的入境旅客。保障了入境

航班和国际公务机99架次，入境人员1.4

万人次，检测出确诊病例24例，在入境过

程中未发生一例疫情传播，牢牢守住了河

北防控境外输入的第一道防线。

用实际行动守好河北“空中门户”

保障客货空运通畅、保障经停分流国

际航班，无论是哪项工作，都需要民航人的

责任与担当。疫情发生以来，石家庄国际

机场的每位员工都全力以赴。

“站好岗、担好责、带好头，疫情在哪

里，党员干部就要战斗在哪里。”1月30日，

石家庄机场航空护卫部安检一部开展了请

战宣誓，全体党员在请战书上郑重签下自

己的名字，按上红手印。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栗育国、马福群、王

泽请战当急救车司机；王海新，带头冲锋在

国际航班保障最前线……

这样的名字还有很多。77个基层党支

部、82个党员示范岗，600多名党员，带领

1000多名保障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尽管

护目镜上满是水汽、口罩把脸颊勒出了印

记、穿着防护服行动不便满身是汗……可

他们依然坚守防疫一线，用实际行动守好

河北的“空中门户”。

10月16日，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隆重举行。大会对我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先进个人、先进集

体和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

织进行表彰。会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主任，河北

支援湖北第一批、第二批医疗队队长袁

雅冬被评为河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并作为代表发言。

“治病救人，就是医生的
责任和担当”

“我们既然选择了学医，就选择了

奉献，就选择了终身学习。我不敢说我

是天使，但是我是医生，医者仁心。”说

起这句话时，总是面带笑容的袁雅冬格

外严肃认真。

“河北的父老乡亲给了我们这么高

的荣誉，说明我们在抗击新冠肺炎这场

战役中的付出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各

界人士的认可。作为我个人来讲，其实

治病救人就是医生的责任和担当，大家

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我由衷地表示

感谢和感激。”回想起在武汉抗疫的经

历，袁雅冬难掩激动。

“一定得打赢这场战争！”

2020年大年初一晚上，面对来势

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袁雅冬第一个报

名参加援鄂医疗队。她说，“我是医生，

又是党员，危急面前，哪怕只要一个人，

也得我先上！”第二天，她便带队出发。

到达武汉后，袁雅冬带领来自全省各地

市的144名医护人员接管了武汉市第

七医院。

作为河北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医疗

队，他们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巨大的

压力、未知的恐惧。病人多、病情重、

防护物资紧张，更重要的是当时医护

人员对新冠肺炎的掌握和了解非常

少，救治工作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超出

想象。

“出征了，就一定要把这件事做

好。我们全体队员都想尽一切办法做

到科学救治、有效防护，真正把这场战

役打赢、打胜。”

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经过

48天倾尽全力的救治，袁雅冬和她的

团队累计收治患者

429 人，其中重症

患者 119 人，危重

症患者78人，治愈

出院 338 人，累计

核酸检测8144例，

交出了所辖病区医

护零感染、出院零

回头的骄人答卷。

“老师和医生，是我最喜
欢的称呼”

17年前，袁雅冬曾担任河北省抗

击SARS专家组成员。

17年后，她又第一时间奔赴武汉

抗击新冠肺炎。

每次面对危机，总能看到她迎难而上

的身影。她说，这是医者的职责和使命。

回到医院，她又成为坚守呼吸科

36载的专家。她说，老师和医生，是她

最喜欢的称呼。

说起未来，袁雅冬想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治病救人。“我是一名医生，就要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从抗疫战场回归

到我原来的状态下，我仍然要履行治病

救人的职责。”

“我还要带好学生，做好医务人员

的梯队建设。”除了治病救人，袁雅冬还

希望尽到老师的职责，教育好年轻的医

生和学生。

“我也希望通过疫情，能够为河北

呼吸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年近

六旬的袁雅冬说到这里，脸上带着青年

人的朝气，目光坚定。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党和国家就

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这块沉甸甸的奖章应该

属于大家。”在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发言的代表甄洪月激动地说。

带着“造瘘袋”坚守抗疫一线

56岁的甄洪月是沧州市运河区水月寺街

道办事处四合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在同事和居民眼中他是认真负责、冲锋

在前的好领导，但在医生和家人眼中他是倔

强执拗的“犟老头”。2019年4月，甄洪月确

诊直肠癌，不到半年时间里先后做了两次大

手术和数次化疗，身体异常虚弱。然而，当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打响后，他不顾个人安

危，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带着“造瘘

袋”奔走在第一线。

今年9月8日，甄洪月被评为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

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登台领奖。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社区

工作的重要性，更欣慰的是，我们所有社区工

作者的付出与努力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

也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肯定。”甄洪月说。

抗击疫情期间，甄洪月带领社区工作人

员守好社区、小区、楼门“三道防线”，实行台

账式管理、地毯式摸排，及时了解居民流动情

况，加强疫情防控宣传，成立12个网格党小组

“零距离”服务，切实保障了辖区1983户群众

的健康安全。

社区居民人人都竖大拇指

疾病带给甄洪月的不仅有身体上的痛

苦，更有生活中的诸多不便。为了减少排便

次数，甄洪月在抗疫工作期间，不管有多累多

饿都不敢多吃。他每天都要带两条换洗的裤

子，甚至穿着成人纸尿裤。他说：“我在社区

工作了20多年，对这里的每一家每一户都熟

悉，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我是癌症打不倒

的战士，决不当逃兵。”

61岁的社区居民李恰说，在四合社区提

起甄书记没有人不竖大拇指，他对工作的负

责、对群众的付出，不仅仅是疫情期间，还体

现在日常工作的点滴当中。

“我听社区工作人员说，疫情期间甄书记

有两回粪水顺着裤腿流下来，他钻进车里换

完裤子后又继续投入工作。我的眼泪当时就

控制不住了，打心眼里心疼他、尊重他。这样

的基层好干部，获得荣誉当之无愧。”李恰说。

今后将继续发扬抗疫精神

谈起抗击疫情期间的工作，甄洪月说收

获了太多的感动。大年初二社区工作者全员

上岗，外面天寒地冻，大家挤在简易的彩钢房

里轮流值守；封路设卡后，居民出行不便，但

很快就从不理解变为全面支持，大家争相给

社区人员送来热水和早点；辖区许多年轻人

找到他，纷纷请战争当志愿者……

四合社区工作人员刘永奎说，甄书记带

病坚持在抗疫一线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大

家。在他的感召下，全体社区工作者都扛起

了身上的责任。

甄洪月说，荣誉和褒奖都是对他今后工

作的一种激励，“我和同事们将继续弘扬抗疫

精神，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

忘初心，为群众解决好操心事、为难事，尽全

力让老百姓过得更幸福、更安心！”

荣誉属于大家
□段永亮 代晴 吴浩

10 月 16 日，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在省会河北会堂举行。我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和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受

到表彰。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1000 多名

河北医务人员白衣执甲，奔赴湖北。

随之，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为织牢基

层防护网默默奉献，为防止疫情乘虚而入

勇于担当，甚至有的人生命永远定格在那

个冬天。

在医院、在社区、在机场、在车站、在农

村、在高速路口……一张张可爱的脸、一个

个忙碌的身影，在过去8个多月的时间里，

与河北人民、全国人民一道，践行“生命至

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

共”的伟大抗疫精神，终于挺过了这场大

考，等来了春暖花开。

自2月22日起，全省无死亡病例；2月

28 日，河北实现新增病例零增长；4 月 6

日，全省确诊病例318例，全部清零；截至9

月 13 日零时，河北连续 80 天无新增本地

确诊病例；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快速

恢复……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

的凡人。从冬到春，从夏到秋，每一次改

变，都有英雄的身影，都凝结着无数燕赵儿

女的付出、努力、牺牲。

“90 后长大了，也可以去保护大家

了。”“我是医生，又是党员，危急面前，我先

上！”“疫情不解除，我们不撤岗。”……

当初的累与泪、坚持与坚定，凝结成最

美勋章，让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努力的人都

自有光芒，“抗疫英雄”当之无愧。

他们是英雄，也是有血有肉、有笑有

泪的平凡人。在抗疫一线也会怕、会担

心；剪掉长发，也会心疼、会不舍；明明很

辛苦，但还是把笑容留给屏幕另一头儿的

亲朋……

英雄可以无悔，但他们的付出与牺牲

应该被看到，表彰就是“被看到”的最好证明。

我们当然要感谢这些英雄，同样要感谢的还有每一个

我们。暂时舍弃窗外风景宅在家中；听从安排，保持社交

距离、培养卫生习惯；“你别来，我无恙”，成了一时的问候

语……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一位燕赵儿女都以自

己的方式做出了贡献，同样值得尊重与尊敬。

此时此刻，向表彰大会现场的英雄致敬，向没有到场的

英雄致敬，同时也向曾经那么努力的自己说一声，棒棒的！

致
敬
抗
疫
英
雄
，感
谢
每
一
个
坚
持
的
你

沧州市运河区水月寺街道办事处四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甄洪月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分公司

坚守防疫一线 守好“空中门户”
□记者 杨亚红 刘澜澜

□
郭
慧
岩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主任袁雅冬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责任和担当
□刘昆鹏 毕雪梅 陈思思

←石家庄机场分流国际航班

应急演练中，机务人员对飞机进

行局部消杀。

↑↑袁雅冬袁雅冬（（中中））正在了解患者正在了解患者

情况情况。。

甄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