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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企业海外采购
防疫物资增援一线

总重超过13吨 分五批陆续抵郑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文 马健 图）历经十几个
小时，空陆两运跨越 1 万多公
里，2 月 12 日 9 时，河南康利达
集团、郑州旭日进出口有限公司
从欧洲紧急采购的首批2.3万只
FFP2、FFP3（相当于 N95级别）
标 准 欧 盟 产 一 线 医 用 口 罩 、
6190件医用防护服被成功运送
到郑州机场国际西货站。接下
来还将有四批防疫物资，预计在
本周内全部运抵郑州。这五批
物资包括口罩12.3万只、医用防
护服 1.9 万套、医用护目镜 1 万
个，重量超过 13吨，这些防疫物

资将全部捐赠给抗“疫”一线。
当得知郑州开建“小汤山”

模式医院时，河南康利达集团董
事长薛景霞就想着从境外购买
一批防疫物资援助医院。随即，
薛景霞辗转联系上郑州旭日进
出口公司组建了境内和境外两
支团队，并克服企业没有医疗器
械经营资质等重重困难，组织人
员在德国、法国、芬兰、比利时、
土耳其等国一个药店一个药店
地找，一个便利店一个便利店地
扫，一个供货商一个供货商地
问。跨越万里时空，开启了 24
小时“无时差”工作模式，终于采

购回了这批急需物资。
薛景霞告诉记者，此次共

从欧洲十余个国家采购欧盟产
一 线 医 用 FFP3、FFP2 口 罩
12.3 万只、欧盟产医用防护服
1.9 万套、欧盟产医用护目镜 1
万个，总重量超过 13吨。

因为国际航班紧张，这批物
资将分五批从比利时烈日、荷兰
阿姆斯特丹、芬兰赫尔辛基等机
场发往中国。其中 4 万只口罩
将捐给郑州版“小汤山”医院。
另外，将向信阳、南阳各捐赠口
罩 3 万只，为全面打赢这次战

“疫”贡献力量。

多家旅行社
捐防护物资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春节长假以来，郑州的旅行社主要
在忙三件事：停团、退团、捐口罩！”昨日，郑州市旅游协会负责
人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郑州市众多旅行社共
向湖北、陕西及我省的郑州、信阳、南阳等地医院和防疫一线
捐赠近 15万个口罩、1180个护目镜、3400套防护服、近万套
隔离服。此外，受海外爱心人士委托，多家旅行社协助带回并
代捐了大批医护物资。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旅游行业陷入停摆状态，但是，
郑州市众多旅行社依然在忙碌着。春节期间，正在海外带团
的众多旅行社导游、领队利用工作便利，从世界各地买回口
罩、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无偿捐赠疫情防控一线。

家国心所系，战“疫”正当时。河南职工国际旅行社先后
两次通过河南省慈善总会向河南省职工医院捐献 N95口罩
2000个、防护服 510套、护目镜 80个，价值 10余万元。河南
省海外国际旅行社先后捐赠了近 3万个口罩、6300件隔离衣
及1850件防护服，总金额数十万元的物资分别赠给郑大二附
院、河南省肿瘤医院等近十家医院及郑州市交巡警大队等防
疫最前沿。

河南康辉国际旅行社购买两万个口罩资助各兄弟单位，
该社导游从越南带回 1.5万个口罩捐给郑州一线抗“疫”工作
者。之后，该社的导游、领队接力带回由澳洲慈善基金会、英
国伦敦华人、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友等海外的捐赠物资，按要求
分别代捐给西安市儿童医院、武汉急救中心、武汉第五人民医
院。河南中信国际旅行社通过郑州市慈善总会，向河南省人
民医院、郑州市人民医院等捐赠1.6万个KF94医用口罩。河
南大唐国旅采购 4.1万个口罩，捐赠给武汉协和医院、郑州第
六人民医院等 20多个抗疫一线单位。河南世界行国际旅行
社向驻马店中心医院等捐赠 1万多个N95口罩，还受海外爱
心人士委托代捐口罩5.4万个。

从该协会旅行社分会会长秦铭浩发来的一张张防疫物资
捐赠表上，记者还看到一大批爱心旅行社：河南中旅集团捐款
3.92万元；河南大河国际旅行社捐赠物资总价值超过3万元；
河南省国际旅行社管城分公司捐赠5000个医用口罩；河南和
信国际旅行社捐赠 1370个 KF94口罩；河南绿色假期国际旅
行社捐款 6500元；河南港中国际旅行社捐赠 5550双一次性
医用手套……这些捐款和物资全部用于支持控“疫”一线。

郑州市旅游协会负责人表示，在疫情面前，旅游从业者用
“跨越万里背回口罩”的行动，为寒冷的季节带来了温暖，也传
递着海内外华人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坚强信心。相信随着
疫情的控制，各行各业将陆续复工，旅游业也将迎来又一个繁
花似锦的春天。

“捐捐”细流汇聚暖意
本报记者 汪辉 成燕 通讯员 郑小红

病毒无情，郑州有爱。
“连日来，郑州市红十字会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暖消息，‘捐

捐’细流汇成暖暖春意。”昨日，郑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近期，一笔笔捐款，一车车物资，传递着温暖爱心，鼓舞着大
家的抗“疫”斗志。每一次爱心捐赠，都诠释着人道精神，散发着
博爱光芒，闪耀着奉献光辉。

镜头一：母子接力爱心捐赠

“喂！请问是郑州市红十字会吗？我想捐10万元。”昨日上
午，郑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接到市民梁花打来的电话。

不一会儿，梁花就来到郑州市红十字会。在该单位会议室，
工作人员为梁花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捐赠仪式。梁花穿着非常朴
素，说话也特别朴实。谈起自己慷慨捐赠的初衷，她说：“我没别
的想法，就是想做一点贡献吧！”

梁花今年 50多岁，靠卖菜为生，挣得都是辛苦钱。“平时大
家照顾我生意，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也得出一份力。”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梁花打电话说要捐10万元
的时候，他听着声音感觉有点耳熟。在这位工作人员印象中，
2019年就有一位叫梁花的市民捐了 10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学
生，见面一看，还真是同一个人。

其实，梁花一家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早在 1月 30日，她的
儿子丁进飞已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赠10万元。今天，梁花又向
郑州市红十字会捐赠 10万元。“我们全家不能奋战在抗‘疫’一
线，只能在后方为他们加油了，希望这些钱能为抗击疫情出一份
力。”梁花朴实地说。

镜头二：生产一批捐赠一批

2月 2日，河南歌瑞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捐赠 PHMB
抗菌消毒剂 100桶共计 500公斤，用于郑州市金水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

2月 9日，该企业捐赠的第二批550公斤消毒液再次转交金
水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组，用于一线防控。

专程驾车前来运送搬运捐赠物资的该企业负责人说，为了
不耽误一线防控工作需要，企业员工放弃春节休假，研发人员针
对此次疫情研发了这款广谱抗菌消毒液，加班加点生产。现在
原材料紧张，只能生产出来一批捐赠一批了。目前，第三批捐赠
物资正在紧张筹备中。

镜头三：“拉面哥”再次捐款

2月 10日 9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驻郑州市全体拉
面人员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款 1万元。这也是继 2月 7日青
海省化隆籍拉面全体人员及青海驻郑办事处的“拉面哥”捐赠
13600元后，郑州市红十字会收到的青海在郑工作的“拉面哥”
的第二笔捐款。

该办事处几位前来捐赠的“拉面哥”说：疫情面前，我们要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抗击疫情，虽然钱不多，但是代
表我们的一片心意。昨日，河南振

兴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向郑州慈善
总会捐赠善款200
万元，用于支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摄

助力疫情防控

86岁老党员捐款3万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通讯员 朱雷华 张振

华）2月 12日中午，老党员许素英老人捐赠 3万元现金，支持
我省抗“疫”工作，省慈善总会送服务上门，为老人办理了捐
赠手续。

许素英老人今年 86 岁，是省民政厅离休老干部、老党
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老人天天关注疫情，觉得应该
为国家做点贡献。因此，她特地向省民政厅老干部处表达
了慈善捐赠的意愿，希望通过省慈善总会捐赠 3万元，用于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省民政厅老干部处及时联系省慈善总会，得知老人行动
不便，省慈善总会感动于老人的善举，送服务上门。

12日中午，省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专程赶到经纬花园小
区，接收许素英老人捐赠的3万元现金，省慈善总会向许素英
老人颁发捐赠发票和证书，并向老人的爱心善举表示感谢。

荥阳市侨商会全力抗“疫”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张萌）连日来，荥阳市侨商会

在荥阳市侨联的倡导下，组织动员广大侨商通过各种方式
和渠道，积极参与急需医用物资的捐助，奉献侨商的爱心和
力量。

截至 2月 9日下午，荥阳市侨商会向荥阳市红十字会捐赠
价值 8.06万元的酒精、消毒液、护目镜、一次性口罩等紧缺医疗
物资。同时，积极联系急需医疗物资的生产企业，协助相关部门
办理采购手续，有效缓解了医疗物资紧缺的现状。目前，侨商会
联系的 13.2万只外科医用口罩、3万套防护服、3.5万只 N95口
罩已陆续运往荥阳市抗“疫”一线。

（上接一版）

青山方舱医院设400张床位

“感谢，太感谢了！”12日 11时，记者和河南
第五批医疗队走进青山方舱医院时，里面还有
部分施工志愿者，知道是河南的医护人员后，志
愿者都竖起大拇指。

“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方舱医院
内正在播放舒缓的音乐《我和你》，这是河南媒
体记者首次走进武汉方舱医院。

记者在方舱医院内部看到，约2000平方米
的场馆被白色围挡分隔成不同的功能区，设有
病床区、医疗区、污物处理区等，其中病床区共
有5个区。

记者在医疗区看到，这里共有 5个办公室，
大厅里放置治疗车，还有轮椅供行动不便的患者
使用。在医疗室还配备了除颤仪、心电监护仪和
呼吸机等急救医疗装备。陈传亮介绍，目前青山
区武钢体育馆的“方舱医院”共设床位近400张，
分为一区和二区，将集中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
者，首先开始启用的是一区。

对患者治疗加心理疏导

“我们将根据入住病人的具体人数，安排医
护值班，主要对患者进行药物治疗，更多的是观

察患者的病情变化，还要关注对患者的看护和疏

导。根据治疗过程中的病情演进情况，出现病情

加重，将送往定点医院接受救治；治愈的可就地

检测，符合出院标准即可出院。”陈传亮介绍说。

医疗队还针对不同情况，预先设计了多项应急预

案，对患者其他突发疾病进行紧急治疗。

12日晚，医疗队得到通知，在方舱医院内，原

武钢体育馆的贵宾室被紧急改造成了重症监护

室，如果方舱医院内五个病区出现重症病人，将会

被紧急转移到这个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和治疗。

据医疗队院感组成员、郑州人民医院急诊

科护士长邵青青介绍，方舱医院的病患通道和

医护通道是完全隔离开的，并且均为单向通

行。医院的防感染流程已经进行非常完善的

规划，按照严格的工作规范，医护人员自身清
洁消毒完毕后，穿上隔离服、防护服、手套、鞋

套，做好全套防护准备，才能进入方舱医院的
隔离病区。结束诊疗和护理工作后，脱去防护
装备时要进行更严格的消杀，因为此时的防护

服已成为污染物，每脱一层都要进行严格的自

身消毒。根据规定，回到驻地也要在专门人员

的监督下进行三次消毒，消毒范围包括衣物、

鞋底等。然后才能进入自己的房间隔离休

息。严格地执行防护流程，这样能够确保我们

不受到感染，更好地去救助他人。

设有图书驿站，还能WIFI上网
医疗队队长陈传亮介绍说，这个方舱医院

建立的很规范，病患和医生的动线符合流程。

患者进驻后将划分为男女病区，并对轻症患者
和重症患者分区救护。记者在病床区看到，空
间宽敞，卫生整洁，有序摆放着35~40张上下铺
床，下铺是患者住宿，床铺上已经铺好全新的被
褥、床单，床边有一个小柜子，柜子上放有台灯，
每张床位都接通了电源。

“上铺不再住人，目前铺位已经是满员状
态。”郑州人民普外三科医生仝麟龙预计在 2月
15日会进驻方舱医院，他在现场介绍说，在每
张病床上铺放有一个塑料箱，内装当地政府为

患者准备的物资，有洗刷用品、毛巾、水杯、暖手

宝、插电板、卫生纸、垃圾袋、棉拖鞋、垃圾篓、笔

记本、水盆等，共计 10多件物品，因天气较冷，

还为患者配备了一条电热毯。“这个配置还不

错，种类数量比较多，完全能够满足患者所需所

求。”记者在现场看到，还有志愿者在床上放着

为患者配发的一件新羽绒服，为确保防护安全，

体育馆中没有开放空调，到了晚上还是有点冷。

患者吃饭实行配餐制，一人一餐。在其他

生活设施方面，“方舱医院”里设有患者卫生间

和盥洗室，还配有开水间。

记者在方舱医院内部看到，墙上贴有不少

宣传防控疫情的宣传画，展现各地对湖北的支

援。在方舱医院内，还设有两处图书驿站，患者

可以借阅。据介绍，图书驿站共放置有6000本

各类期刊、400册图书，在网上图书馆，还可以
阅看 10万册电子图书、3万集有声图书、1000
余种电子期刊。在方舱医院开设有WIFI，可以
用手机上网看书看电视看电影。

方舱医院啥样？记者实地探访
河南第五批医疗队员昨日进场熟悉环境

（上接一版）还要给他带“超级
飞侠”。“接到要来湖北支援的
电话那一刻，说实在的我还真
没想到孩子该怎么办，该走的
时候想到了孩子，还忍不住掉
泪。现在想想，断奶什么时候都
可以，如果以后给他说起是因为
来战“疫”前线断奶，孩子说不定
会高兴……”

常军晖的宝宝也才一岁五
个月，还没断奶。“前两天不敢给
孩子视频，一视频就忍不住，宝
宝比较给力，没怎么闹人。”常军
晖说，在这个特殊时刻，来到武
汉就要出一份力，做好自己的工
作，让家里放心，我们一定会平
安回去。

有时候我在想，这是一种什
么样的感情呢？问了一下，她俩
都是党员，也许是当初入党时的
誓言激励她俩走到了一线，也或
许是人人心中都有的一种朴素
感情在激励她俩。

她们是妈妈，是“天使”，来
到了战“疫”前线，她们就更像战
士。致敬，祝安，等到春暖花开，
回家！

今天武汉的天晴了，太阳出
来了，河南第五批医疗队来之后
已经连续阴了两天。阳光很好，
明天也会是一个大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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