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每夜；每时，每
刻——你我的身边都有千
千万万劳动者默默耕耘、
默默奉献。 他们中，有风
雨无阻的“快递小哥”，有24
小时和生命赛跑的急诊室
医生，也有用“一人脏”换来
“万人洁”的环卫工人……
无论身处何方，他们都在各
自的社会轨道上不停运转，
推动社会不断前行。他们，
拥有一个同样光荣而响亮
的名字——劳动者。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又是一年五一国际劳
动节，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
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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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二十四批群众举报件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5月 1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我市交办第二十四批41个群众举报件。

其中，新郑市8个，管城回族区5个，中原区、新密市各4个，金
水区、荥阳市、登封市各3个，二七区、郑东新区、市城管局各2个，
惠济区、航空港区、上街区、巩义市、市生态环境局各1个。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郑州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已按程序交相关区
县（市）整改。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月。进驻期间（2021年 4月 7日~5月 7日）设立专门值班电
话：0371-65603600，专门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28号邮政
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主要受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如果把医院比作战场，那么，急诊科就是
战场上直面生死的最前线。

米思嘉，医学硕士，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主治医师，有着 10年执医经历、3年急
救经验。

如果脱下身上这套标志性绿色急救服，
这位 35 岁的医生身上，似乎和“急”字无缘。
言谈间，他的话语不徐不疾，态度温和诚恳，
声音里有种让人镇定平和的特殊“魔力”。可
当 120 急救信息传来，眼前的他几乎瞬间换
了个人，一跃而起，迅疾奔向急救车，像一头
敏捷的猎豹。

挽救生命的背后，急诊工作伴随着长期
忙碌与琐碎。通常的早班从早上 8点到晚上
7点；夜班是晚上 7点到次日早上 8点。平均
每一班次的问诊量在 40~50 个病人，紧张且
辛苦。

在这医院最繁忙的科室，米思嘉和同事
们早习惯了争分夺秒。在急诊科，随时会有
突发情况需要处理，不断有新转入的急诊病
人送来，他需要快速接手、快速诊断、快速决
断：是留在急诊室里继续观察，还是分流到其
他科室……为了方便随时跑动，米思嘉总穿
着一双运动鞋。

日夜交替，总有日升月落。抢救室里，始终
有生有死。

米思嘉在急诊室的日日夜夜，同样值守在
生与死之间。有些人通过他，获得了新生，有些
人却终究停了下来。

米思嘉永远记得，2019 年夏天的一个傍
晚。120传来信息，一岁幼儿因为呼吸道意外
卡入食物窒息，陪伴的老人慌乱无措，先抱去
小诊所求医未果，方才拨打了急救电话。虽然
急救车用最快的速度奔赴现场，米思嘉和同事

拼尽全力抢救了整整 3个小时，终究还是无力
回天。

望着紧紧拥抱孩子枯坐到凌晨的母亲，米
思嘉深深感受到无力。他说，我自己也有孩
子，更能体会到母亲绝望的心碎。此后，我也
一直在反思：如果孩子身边当时能有人采取一
些急救措施，如果能够送医更加及时，悲剧或
许还能挽回。

急诊室内外，生离死别的故事在反复上
演。如今，米思嘉的想法越来越清晰，他希望
能让更多人拥有医学常识、学会必备的急救知
识，关键时刻，这些知识能救命。为了这个目
标，他用实际行动去表达，工作之余，他和同事
们一起，进社区，进企业，去尽可能地普及急救
技能和急救知识。

面对未来，米思嘉的内心没有一丝动摇：
“医学是不完美的科学，但我会竭尽所能，追寻
不完美的完美。我将一直坚守在急诊这个前
沿阵地，全力以赴！”

每一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总
有一群人在不停奔跑。他们，常常是
一个人、一辆车、一部手机；接单、送
货、发货……来去匆匆，却风雨无
阻。他们，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
生人”，是人们离不开的“快递小
哥”；他们，就像城市血液里不可或
缺的红细胞，为保持城市脉动源源
不断输送“氧气”和能量。

32岁的姚玉波是顺丰速运郑
州中原分部一位普通收派员，2013
年入职，是伙伴们心中的“五星”快
递员。

4 月 27 日早上 7 点，大小各
异、堆积如小山的快递堆中，姚玉
波正和同事一起分发当天第一批
快递任务。半小时后，首批快递分
配完毕。

在快递业，姚玉波算得上是
“资深”快递员，可当年他进入这个
行业纯属偶然。2010 年，姚玉波
刚刚走出校门，在家人的建议下入
职企业，可一成不变的机械工作模
式让他心生厌倦。2013 年，他辞
职后恰好遇到附近顺丰正在招聘，

就抱着短期就业的目的姑且一试。没想到，这
份不起眼的“快递”工作，让他迎来人生转折，
一干就是8年。

上午 8 时许，记者跟随姚玉波到达他当
日第一派送点——裕达国贸。令人意外的
是，姚玉波并没有直接开始派送，而是先借助
货梯从下到上，分别将各个楼层的快递一并
放置在电梯间，再从顶楼 38 层从上而下依次
派送。他说：“每天我们通常有 3~5趟派送任
务，每一趟通常需要在两个小时内完成，期间
不仅要送快递，随时还要接受客户发快递的
订单和物品，这种派送方式才可以最大限度
地提高工作效率。”

每到一层，每进一家公司，记者注意到，姚玉
波不仅对各楼层公司分布烂熟于心，甚至对各公
司员工都熟稔无比。每到一处，他无需询问，就
能直接把一份份快递送到每个人的工位上。

事实上，在普通人的眼中，快递员的工作
算不上光鲜，但对姚玉波来说，他却在这个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职业乐趣。

人们眼中东奔西走、楼上楼下的奔波，在
他看来，是每天都可能会遇到全新的人和事，
新鲜而充满变化；人们眼中的日晒雨淋、披星
戴月的劳碌，在他眼中，是沿路可以欣赏的春
花秋雪、日升月落，微小但却美好；人们眼中枯
燥重复的派送和收单，在他看来，是可以通过
科学思考和大量实践，精密提高运转效率，充
满挑战和意趣……

“在顺丰 8年，我干得踏实而安心，我用劳
动、用双手完成了一件又一件人生大事：2016
年买房、2017 年结婚、2019 年买车、2021 年
迎来女儿……”回首过去，姚玉波充实而骄
傲。关于未来，他的想法朴实而坚定：我会干
好这份普通的工作，“跑出”属于我的精彩“人
生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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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来，我一直跟垃圾‘打交道’，干了
一辈子的环卫工，现在想想，留下的全是踏实
和快乐。”谈起自己的职业经历，金水区环卫
机械化公司渠西路环卫中转站站长许玉凤满
是骄傲。

春日中午的阳光正艳。金水区渠西路
环卫中转站内，三座巨大的橙色垂直式垃圾
压缩设备静静等待。中转站内外，目光所及
都干净清洁，空气里，也没有想象中的垃圾
异味。

“过去跟现在没法比，以前干环卫全凭着
一双手，如今城市垃圾清运已经基本实现全机
械化作业了。”许玉凤告诉记者。

1985年，18岁的许玉凤在金水区干上了
环卫工。36年来，她不仅看到城市的不断变
化，也体会着环卫清洁机械化水平一步步地提
升带来的工作便利。

“以前没有现代化的机械清扫工具，城
市道路清洁全靠一根大扫把，一个铁簸箕，
一辆手推车。”在许玉凤的记忆里，1994 年冬
天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说：“那一年连下 5
场大雪，道路被冰雪一层层覆盖，特别难以
清理。雪停后，我和同事们用铁锹铲、用簸
箕推，一段路三轮车来回拉了 100 多趟才算
结束。干完那次任务，累得我胳膊疼了整整
大半年。”

既然干环卫这么辛苦，你没有打过退堂鼓
么？面对记者的疑问，许玉凤笑了：“刚工作我
才 18岁，一个大姑娘去扫大街，开始确实觉得
没面子。最初我也想过不干了，可也不知怎的，
干着干着，就对这份工作有了感情。渐渐的，每
当看到自己负责的路段清爽洁净，心里觉得很
舒畅。”

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许玉凤不由得
心生感慨：“干了 36年的环卫工，从最初的扫
把清扫，到全机械化自动清扫；我扫过马路，
也开过巨大的 140 自卸车运垃圾；眼看着郑
州越来越大、越来越美，也见证着环卫工的日
新月异的职业变化。36年，每年 365天，我很
自豪，我用双手撑起自己的日子，也用劳动为
这座城贡献了一点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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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医生：
拼尽全力和生命赛跑

环卫工人：
用双手让这座城市更美丽

昨日，郑（州）
济（南）铁路郑州
段施工现场一派
繁忙。五一假期，
600 多名中铁七
局工程建设者，
主动放 弃 与 家
人团聚的机会，
坚 守 岗 位 加 紧
施工

本报记者
张倩 摄

他们坚守岗位的样子很美
五一假期首日，

郑州60路公交车长
曹瑞娟（右）、203路
车长虎萍（左）等众
多郑州公交车长坚
守岗位，“迎来送
往”服务广大市民
出行

本报记者
张倩 摄

总结座谈共谋良策
持续办好拜祖大典

（上接一版）张延明代表市政协和大典组委会，向组委会各部
室、系列活动承办单位及成员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他提
出，要在总结今年大典成功经验和工作不足的基础上，按照省委省
政府省政协、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部署，及早研究明年年度特点，把
明年的拜祖大典办得更具时代性，更有影响力；以提升拜祖规格为
目标，按照打造留存百世精品建筑的要求，加快拜祖大典现场建
设，力争今年年底大头落地，明年大典在新场地举办；精心策划典
礼仪程，打造新时代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盛世典礼；深入总结办典
经验和不足，研究形成规范化的工作流程；进一步做好网上拜祖平
台建设，加强对黄帝文化的研究宣传，积极推进黄帝文化文创产品
开发生产，加强队伍建设，持续办好拜祖大典，不断增强大典影响
力，在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华文化建设上发挥
更大作用，在推进中原出彩、中部崛起、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
建设上作出更大贡献。

郑州青年五四奖章
获 得 者 受 表 彰

（上接一版）在青春洋溢的舞台上，年代史诗《信仰的力量》、情
景报告剧《我们的青年时代》、舞蹈《黄河儿女》、音乐剧《青春寻访

“青春”雕塑》、铿锵宣言《百年薪火 青春许国》、合唱《我的祖
国》……一个个由郑州青年精心编排的节目，充满活力与朝气，他
们用激昂的青春、奋进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活动还表彰了2021年度“郑州市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和“郑
州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郑州部署五一假期
文化旅游市场工作

（上接一版）要抓好疫情防控，落实好疫情防控新要求，对重点景区
加强管理，做好人员疏导和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五一假期文化旅游
工作平稳运行。要加强组织领导，跟进督导落实，加强值班值守，
强化投诉和舆情处理，确保五一假期旅游工作务求实效。五一假
期期间，全市文化和旅游系统要激发消费力，坚守安全线，提升体
验感，确保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五一假期，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一季度省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公布

逾八千名残疾儿童
接受康复救助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娜）记者近日从省政府获悉，今年第一季度省
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出炉。

在开展妇女“两癌”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方面：免
费“两癌”筛查工作，截至 3月底，全省累计完成宫颈癌筛查 15.43
万人、乳腺癌筛查 15.88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1.02%、
11.34%。免费“两项”筛查工作，截至 3月底，全省免费产前超声
筛查、血清学产前筛查分别完成 14.21万例、14.65万例，产前筛查
目标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 65.83%、67.88%，覆盖率分别高于年度
目标任务的 10.83 和 12.88 个百分点。完成新生儿“两病”筛查
21.14万例、听力筛查 20.83万例，筛查率分别为97.94%、96.52%，
分别高于年度目标任务的7.94和 6.52个百分点。

关于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截至 3月底，8141名残疾
儿童接受了康复救助服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1.3%。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截至3月底，全省完成老旧
小区改造20.3万户，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36.91%。

改善农村出行条件，截至 3月底，全省累计实现 1700个自然
村通硬化路，占年度目标任务的18.9%，项目开工率达30%以上。

关于推动农村电网提档升级方面，1~3月份，积极做好投资计
划下达和工程建设资金保障工作，全省5000个配电台区改造升级
已下达3418个配电台区改造投资计划，已开工建设891个配电台
区；新建、改造 10千伏及以下线路 5000千米已全部下达投资计
划，已开工10千伏及以下线路1565千米。

加强城市公共区域窨井设施维护改造，截至3月底，全省公共
区域窨井设施普查任务已完成 40%，计划 6月底前完成所有区域
的普查工作。

扩大 5G网络覆盖面，截至 3月底，河南移动、河南联通、河南
电信公司已分别完成 5G基站建设工程方案编制并报集团公司核
准，待核准通过后，启动立项建设；河南铁塔公司已完成投资 3.28
亿元，新建、改造5G基站配套设施约1.1万个。

关于提升移动政务服务能力方面，截至3月底，“豫事办”累计
上线服务事项1159项（不含各地“豫事办”分厅），覆盖住建、人社、
公安、民政、卫健等高频民生领域，已完成年度目标的 58%；“豫事
办”新增用户 785.2万人，累计注册用户 4157.8万人，全省普及率
38.87%，已完成注册用户4000万的年度目标任务；各地“豫事办”
分厅共计上线服务事项2749项，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加快补齐乡村教育短板：特岗教师招聘工作，开展2021年“特
岗计划”岗位需求申报意向调研工作，研究拟订 2021年特岗计划
实施工作方案，重点加强思想政治、体音美、外语、信息技术等紧缺
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计划于 8月底前完成特岗教师招聘任务。
农村教师周转房建设工作，截至3月底，已建设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1154套，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6.49%。

关于扩大村（居）法律顾问服务面工作，截至3月底，全省专业
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比例提高 0.5个百分点，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25%，达到78.5%。

特警三大队全体党员民警五一期间放弃休
息，主动要求到人流量大的岗位执勤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摄

！

本报记者 王红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