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战疫魔，勇士有担当

关键时刻的抉择，是一个人品质的最好“验
金石”。

今年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在没有与
家人商量的情况下，赵童写下请战书要求到重
症患者身边参与救治工作。

1月26日，受院党委指派，赵童作为第一批
次医护人员进入该院发热门诊工作。

1月31日是赵童父亲的65岁生日，由于在
发热门诊工作，赵童不能回家，只能通过电话表
达对父亲的祝福。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更艰巨的战斗还在
等待着勇士。

2月1日23时7分，正在发热门诊值班的赵
童突然接到院领导电话，征询他是否愿意前往
武汉一线。没有丝毫犹豫，赵童立刻回答道：“没
问题。”随后，他拿起手机给家人打了个电话：

“我是医生，更是一名党员，这是我的职责与使
命。”交代完家中事宜，他躺在值班室的床上辗
转难眠。一是马上要到抗疫一线的激动，二是要
做好可能牺牲的最坏打算，三是对家人的愧疚。
进入医院工作后，他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远没有

在患者身边的时间多。1月26日进入发热门诊
以后，出于隔离的需要，他就没有见过家人。此
次一别，何时才能和家人相见？

赵童是个把工作看得很重很重的人。岳母
因急性心梗住院行介入治疗，母亲因肺癌行左
肺下叶切除术，他都没有为此请过一天的假。在
他看来，病人更需要自己。

2月2日，就要出发前往武汉，赵童拒绝了
家人的送行。他要将离别的眼泪，化作胜利之时
相见的欢笑。

2月3日，赵童被分配到华中科技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7东病区开展新冠肺
炎重症患者救治工作。

在武汉期间，赵童仍每天坚持在“学习强
国”平台上学习，增强党性，砥砺初心。他告诉自
己：“组织上入党是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是一
生一世。”

2月5日夜班，赵童和战友遇到了一个棘手
的问题：所在病区21床患者出现呼吸衰竭，他
主动请缨将患者推至B12区。转运过程风险极
高，首先危重患者的转运要携带专用的抢救设
备及药品，转运过程极为复杂惊险。要将患者从
病房楼C栋7楼推往B栋12楼，平时单向转诊
就需将近10分钟左右，更何况要穿着防护服？
回来的路上，赵童的护目镜上已满是雾气，看不
清道路，里面的内衣早已湿透，湿冷的空气吹过
愈发寒冷。转运过程中，需要实时监测患者生命
体征，赵童站在床头的位置，患者不时咳嗽，喷

溅的飞沫让赵童有被传染的风险。然而，这一切
都没有让赵童没有退缩，只是想着尽快将患者
转移至ICU，让患者得到更及时的救治，让他看
到生的希望。就这样，赵童最终完成了河南省第
二批援鄂医疗队到武汉以来第一次危重症患者
的转运。

随后，赵童将此次转运的经验通过微信工
作群分享给队友，提醒大家注意转运事项。虽在
武汉，但赵童心系家乡疫情，将武汉的疫情防控
经验与措施及时反馈给医院领导与战友。

2月9日上夜班时，41床患者非常烦躁，赵
童走过去给她做心理护理。但老太太愈发激动，
一下子打在赵童的护目镜上。同济医院的一名
护士用方言告诉老太太：“河南医生是来帮助我
们的，你为什么要打人家？”随后，赵童协助这名
护士帮老太太戴好无创面罩，看到老太太生命
体征平稳后才离开。除了正常的救治工作，赵童
还承担起为新冠肺炎患者换药、咽拭子采集、鼻
衄患者的鼻腔纱布填塞、康复评定等工作，每一
项工作都有极大被传染的风险。但他没有退缩，
始终坚守在战“疫”最前线。

2月14日，赵童交纳特殊党费1000元。
3月11日晚上查房时，一名八旬男性重症

新冠肺炎患者引起了赵童的注意。赵童检查后
发现，患者腹部压痛明显，结合腹部CT检查，
考虑是粪石阻塞引起的急性机械性肠梗阻。给
予开塞露治疗后，效果不佳。如果不及时处理有
肠破裂穿孔的风险，会危及患者生命。情况紧

急，赵童顾不得多想，用手将粪石逐一掏出。研
究已经证明，新冠肺炎的粪便携带病毒，因此，
赵童这样徒手操作不顾个人安危，展示了救死
扶伤的敬业精神。

“太脏了。”老人得知赵童的行为后说。“没
事，爷爷，你不用往心里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把我当儿子就行了。”赵童这样安慰老人。

今年3月15日晚，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一
线抗疫群英谱》栏目中，央视以《赵童：那一刻
我只想着救人要紧》为题，报道了赵童在武汉救
治老人的感人一幕。

今年3月17日，经过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联合大河报评选，赵童被评选为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战疫英雄奖”，获得奖金一万元。颁奖词
这样写道：“大疫当前，总有一种感动，让我们泪
流满面。徒手掏粪石，连患病老人都于心不忍，
他却义无反顾。一句‘您把我当儿子就行了’，温
暖、体贴、赤诚、担当……试问天下儿女，纵然是
对亲生父母，又有几人能做到如此这般？当我们
隔着屏幕，被他的举动触碰泪点时，他却轻描淡
写，用一句‘平时就是这么干的’，让我们再次感
受到，这一身防护服里面，藏着一个多么平凡却
又伟大的灵魂。一身白大褂，一生赤子心。”

完成使命后，安全归怀川

在度过难忘的53个日夜后，赵童和战友们
不辱使命，将负责病区的最后一名康复患者送
出医院，无一人感染，安全踏上回乡的路。

3月30日，包括赵童在内的14名医护人员
和2名防疫人员在圆满结束各项支援任务后，
平安抵达焦作。

我市以最高礼遇致敬这些勇士，派出专车
将他们从新郑国际机场接回焦作。从龙源湖公
园西门到市会议中心西门，市民自发在路边欢
迎凯旋英雄。

交警用“最高的礼遇、最深的敬意和最顺畅
的通行”，护送载誉归来的最美逆行英雄。沿路
车辆自发向医护人员车队鸣笛致敬。

又经过为期14天的隔离休整，各项指标检
测合格后，赵童才回到家里，享受和家人团聚的
幸福时刻。

国家荣誉前，依然葆初心

回到岗位上，赵童又开始了每天平凡而忙
碌的生活。岗位就是“战位”，当初从医时的誓言
仿佛依然在他的耳边回响。

为人民奉献，各级领导看得见，国家不会忘
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河南省分组讨论时，省
委书记王国生点赞赵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
难关头豁得出来，体现了“迎难而上、敢于担险、
医者仁心、职业专业”的精神。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候选
人中，赵童最终成为获奖者，走进北京人民大会
堂领奖。

荣誉没有成为赵童的负担，反而成为激发
他继续奋斗的动力。

“获得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院士说，他不过
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都这
么谦虚，我更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只有把自己的
工作干好，才对得起这项沉甸甸的荣誉。”回到
焦作后，赵童如是说。

医者仁心，“童”心“童”德！赵童，愿你在新
的征途上做出更大贡献，取得新的成绩，再次获
得殊荣！

（图片由赵童提供）

援鄂逆行显仁心 赴京领奖记初心
本报记者 姚广强 赵改玲

9月8日10时，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人民医院内四党支部书记、ICU北区副主任
赵童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作为焦作唯一一名获奖者，赵童成为焦作人的骄傲，在全国面前展示了焦作人
的风采。

为什么是赵童？
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湖北的紧急时刻，赵童挺身而出，作为14名我市援鄂应急医疗队队员之一，他告别妻儿和父母，逆行出

征，和疫魔展开面对面的搏斗，为武汉人民送去健康和希望。
在八旬患病老人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时刻，赵童不顾自身安危，徒手掏出坚硬的粪石，让老人转危为安。
一身白大褂，一颗赤子心。国家荣誉，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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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成）媒体
化项目是报刊大收订的重要组成
部分。8月份以来，市邮政分公
司在全系统开展了“2021 年媒
体化项目前置大收订”活动，拉
开了2021年报刊大收订的序幕。

市邮政分公司全系统各单位
报刊大收订活动采取不同形式积
极推进。9月10日，高新区邮政
分公司召开“2021 年报刊大收
订媒体化项目揭标会”，所有揽
投人员参加了揭标会，现场立下

“军令状”。
高新区邮政分公司在全体揽

投人员中大力宣传媒体化项目意
义、市邮政公司的奖励政策等，
通 过 组 织 全 体 揽 投 人 员 召 开

“2021年报刊大收订媒体化项目
揭标会”，来激发全体揽投人员
的积极性。揭标会上，揽投人员
纷纷立下了“军令状”，并表示
要进一步提高投递服务质量，争
位次、夺荣誉，为高新区邮政高
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揽投员在会上揭标立
状，最后，该分公司揭标额达
49.8万元，占计划110.7%。

市邮政分公司

拉开明年报刊收订序幕
本报讯（通讯员刘小丰）近

日，沁阳市邮政分公司党支部组
织全体党员来到新乡县七里营镇
刘庄村史来贺纪念馆开展以“领
悟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为
主题的党日活动。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首
先来到史来贺纪念馆进行参观学
习，全体党员认真听取了讲解员
对史来贺同志生前先进事迹的讲
解。当年史来贺同志带领刘庄人
开荒改田、创业办厂，整整用了
50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村，治
理成了一个享誉全国的富裕村。
他用光辉一生铸就的“坚定信
念、共同富裕，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无私奉献、一心为民，艰
苦奋斗、勤俭创业”的史来贺精
神，使全体党员深受感动，备受
震撼和鼓舞，心灵得到了一次深
刻的洗礼。

通过这次主题党日活动，大

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使他们的
内心受到很大触动，更加坚定了
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在今后的
工作中要立足岗位、勇于拼搏，
牢固树立人生价值观，用实际行
动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
心和使命，处处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为沁阳邮政健康

快速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活动结束，该分公司还来到

新乡县七里营邮政营业所，学习
了代理金融、扫码入会、散件揽
收等业务。

图为全体党员认真聆听讲解
员讲述史来贺同志生前先进事
迹。 刘小丰 摄

沁阳市邮政分公司党支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丁保华）“邮政服务太周到
了，以后可不用为产品运输发愁了，可以专心
抓生产了。”近日，修武县栗子园饮品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张先生高兴地对邮政揽投员说。随着
修武邮政寄递业务优化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
印有“中国邮政”字样的汽车和三轮车每天穿
梭在修武县的各个角落，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形
势下企业追产增收提供便利服务。

修武县邮政分公司始终秉承“人民邮政为
人民”的服务宗旨，主动承担寄递行业“国家
队”的使命担当。最近，由该分公司寄递业务
部牵头，组建企业服务小组，为企业提供EMS
特快、快递包裹、物流和国际业务，从企业产
品包装到收寄运输实行“一站式”服务，满足
各类生产企业的用邮需求。位于修武县产业集
聚区的一家塑料餐具生产企业，平常送货配货
都是靠企业自身装运，每月人工费和运输费是
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自从8月份与邮政达成合
作协议后，极大地减轻了该企业的配货运输压
力。“邮政是国企，交给邮政配货运输，省钱又
省心。”这家企业的李厂长赞不绝口。

据悉，近两月，修武县邮政分公司先后与
6 家当地企业建立服务合作关系，日均收寄各
类快递包裹和邮件 6000 余件，为县域电商经
济发展和企业追产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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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的岗位上，她先后担
任过保险专柜、普通柜员、综合
柜员和理财经理。一路走来，她
始终坚持以热情、真诚、周到、
贴心的服务迎接每一位客户，始
终坚持用“干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精一行”的工作态度和职
业精神赢得每一位客户。她先后
荣获“优秀专柜”“先进生产
者”等荣誉称号。她就是解放区
邮政分公司月季公园邮政储蓄营
业所理财经理孙海燕。

孙海燕，1974年出生。她自
2005年1月到焦作邮政上班已15
年了。在面对跟自己儿子年龄相
仿的年轻同事时，她不仅没有丝
毫的不自信，反而总是以饱满的
工作状态和贴心周到的服务在平
凡的岗位上以真情的付出，影响
着身边的每位同事。今年春节期
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破了往日的平静。作为一名理财

经理，孙海燕坚守岗位，创新服
务，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力
量。每天坚持提前到岗，定时做
好营业网点及自助设备的消毒工
作。经常利用下班时间，为独居
老人买药送药，为客户送去爱心
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

孙海燕用贴心优质的服务和
专业的业务技能得到了大家的认
可及信赖。今年7月份的一天13
时许，天气异常炎热，她正要准
备去吃午饭，从外面来了位神情
看起来十分紧张的老人，孙海燕
赶忙迎了过去，搀扶老人坐到座
椅上。

原来，去年 9 月，这位老人
在邮政储蓄网点存了一笔定期存
款。但就在几天前，她老伴住
院做手术急需用钱，孙海燕赶
紧拉住老人的手，说道：“阿
姨，您别着急，马上让营业员
给你办理。”但老人由于出来的

匆忙把身份证落在家里了，孙
海燕二话没说骑上电动车带着
老人回到家中取来了身份证。
取完钱，老人紧紧握着孙海燕
的手激动地说道：“闺女啊，真
的太感谢你了，我的子女都在
外地一时赶不过来，今天要不
是你帮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谢谢你，谢谢咱们邮政这么
贴心服务啊！”

送走老人已经是 14 时多了，
孙海燕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吃饭，
但看到客户满意地离去，她觉得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总是说：

“让每位客户高兴而来，满意而
归，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我觉得
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在平凡的岗位上，孙海燕十
数年如一日坚守着，对待客户热
情、耐心、细致、贴心，是她永
远不变的工作态度。

王利娜

真情服务的坚守者
——记解放区邮政分公司月季公园营业所理财经理孙海燕

“99公益日”慈善募捐活动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
扶贫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致力于改善贫困地
区小学生及贫困母亲综合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公益项目。今年活动
期间，市邮政系统累计捐赠200余笔。图为孟州市邮政分公司组
织职工奉献爱心。 汤景开 摄

9 月 9 日，解放
区邮政分公司组织焦
西、解放揽投部揽投
人员，来到驻焦某部
为即将走出军营返乡
的退役官兵收寄包
裹，受到了该部队官
兵的一致好评。

图为揽投人员在
为退役官兵办理收寄
手续。 王利娜 刘
育军 摄

揽投员立下“军令状”，确保服务好用户，力争超额完成计
划。 周晓霞 摄

高新区邮政分公司总经理李小军为揽投员作宣传动员。
周晓霞 摄

赵童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