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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本报记者 白莹

密云前厂村创编防疫《拍手歌》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钱蕾

“2003年非典 ，谊安在 ；2008
年汶川地震，谊安也在；2020年新
冠肺炎，谊安同在。 ”这是一条流
传在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谊安公司”）全体
员工之间的承诺。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出现以来， 作为
一家民营企业， 从1月21日到现
在， 谊安公司80余名一线员工争
分夺秒，不分昼夜和疫情抢时间，
已经生产呼吸机约500台，其中近
400台已发往湖北、武汉等疫情严
重区域，目前尚有约800台呼吸机
正在加紧生产。

紧急支援： 在京员工一
天内全部返岗，和疫情赛跑

已经在谊安公司工作了4年
的呼吸机生产线调试员李祥， 从
1月21日接到上班通知到现在 ，
他只休息了一天。 “看到新闻我
就一直等通知， 公司有了复工安
排， 我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我
们多生产一些救命设备， 急重症
患者就多了一丝生的希望。”

在谊安呼吸机产线生产车
间，记者看到，一幅写有“加班加
点加油干， 打赢防控阻击战” 的
醒目标语在时刻鼓舞着员工们。
“这次大家自愿放弃春节休假，一
天内就全部返岗复工了。 真的让
我们太感动了！ 为了应对抗击疫
情的需要，不仅是生产线，整个公

司一直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
态。” 谊安医疗董事长助理李凯
说， 谊安医疗是国内呼吸医疗设
备研发制造的龙头企业， 经历过
非典、 汶川大地震时生产医疗救
助器械的考验。 面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很多老员工
都是主动请缨上的 “火线”。

“作为北京的科技型企业 ，
落地4年多来， 政府部门从各方
面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李凯说，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谊安医
疗在1月20日成立了 ‘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战役指挥部’， 时刻关
注疫情发展， 调度人力、 物力资
源， 全力保障救援设备供应。”
他表示， 在加快生产的同时， 公
司也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要
求所有员工戴口罩、 勤洗手， 工
作区域也做好消毒防护工作， 坚
决防止疫情发生。

全公司上下的热情加快了生
产进度， 产量逐渐增加， 日均生
产已超过50台 ， 是往常的2倍 。
恢复生产后仅仅两天， 首批66台
呼吸机就发往武汉。 此外， 谊安
医疗还捐赠了10台价值100万元
的转运呼吸机给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和汉川市人民医院。

协同作战： 与供应商伙
伴紧密配合共克时艰

抗疫前线的物资供应是否充

足及时牵动人心， 而物资生产企
业的原材料是否能够供应到位，
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 李凯坦
言 ， 仅半个月的时间 ， 谊 安 医
疗 接 到 的 全 国 各 地 的 呼 吸 机
订 单 已 达 七 八 百 台 ， 但 由 于
赶上春节和疫情的特殊时期 ，
呼 吸 机 生 产 所 需 的 传 感 器 等
原材料供应非常紧张 。

“作为呼吸机和麻醉机的制
造厂商， 我们离不开各个供应商
的支持。 ”李凯说，1月23日晚，谊
安医疗就发出 《致供应商复工倡
议书》，号召广大供应商伙伴召回
员工，与谊安医疗同步复工。

保障生产同时受到政府部

门的关心。 各级政府部门也帮助
协调配套企业正常供货， 为他们
办理了 “绿色通行证”。 在各供
应商的积极响应下， 呼吸机所需
的各类原材料及时供给， 确保了
所有救援设备能够顺利生产， 每
台呼吸机从生产线刚一下线， 就
立即装车发往湖北省等疫情救治
定点医院。

奔赴一线： 调试设备跑
遍湖北定点医院

呼吸机主要提供机械通气 ，
是预防和治疗呼吸衰竭， 挽救和
延长病人生命的关键设备。 对于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来说， 呼吸机往往就是他们的
“救命机”。

李凯说 ， 疫情前线 ， 多位
谊安医疗工程师告别家人驰援武
汉， 深入各大定点医院紧急维修
维护设备， 并安装新设备， 在做
好设备维护的同时积极配合各医
院的后勤工作， 确保所有设备均
能正常使用。

4名工程师 ，3名销售人员 ，
在湖北组成了一个临时战时团
队 。 工程师负责到医院安装设
备， 销售人员负责协调送货时间
等事项 。 他们租住在武汉的一
家民宿内， 交通工具是两辆私家
车。有时候任务太重，晚上来不及
回武汉，就在车里将就一宿。

陶伟就是奔赴疫情防控前
线的工程师之一。 从1月22日他
接到任务， 就一直跟各家医院的
医护人员一起奋战在抗击疫情的
第一线 。 “整个湖北省 ， 我和
同事们都跑遍了。 现在每一分每
一秒都很宝贵。” 陶伟说， 这些
天来， 他们每天一早六七点就驾
车出发， 驰援一家又一家的湖北
医院， 执行呼吸机安装任务， 到
现在为止已经安装了400余台。

虽然已经连续高负荷工作了
十几天， 但陶伟告诉记者：“危险
谁都清楚，但既然来了，就没想那
么多，先把任务完成好！”

（图片由谊安公司提供）

在京员工一天内全部返岗 近400台呼吸机已发往湖北一线

谊安职工马不停蹄驰援前线

平谷消毒制品企业开足马力保供需
□本报记者 马超

“作为一家本土消毒制品生
产企业，在防控疫情的非常时期，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开足马力、加
班加点生产， 尽最大的能力和全
国人民一道与生命赛跑， 打赢这
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阻击战！ ”2月2日，北京洗得宝消
毒制品有限公司（简称“洗得宝公
司”）总经理陈会军在生产车间接
受采访时说。

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的
洗得宝公司的车间内， 从1月20
日以来机械设备从未停歇， 全体
工人从未休假。 公司已生产免洗
手消毒凝胶、 抗抑菌洗手液、 过
氧乙酸等消毒制品200余吨。

疫情就是命令， 在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的关键时期， 个人防护
与消毒制品在市场上非常急需。

在公司工作20年的崔满春， 是平
谷区南独乐河镇峨嵋山村人 。
“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加班加点，
由原来每天工作8小时到现在每
天14小时，大年三十也没停工，真
的很累。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怨言，
能为疫情防控作出力所能及的贡
献，我们很自豪。 ”崔满春说。

洗得宝公司现有员工 40余
人， 是专业生产消毒剂、 医疗器
械、 消毒监测器材的双高薪技术
企业， 产品供应全国28个省市的
医疗机构。 公司2009年被国家工
信部授予消杀药品重点调度单
位， 2016年被市经信委授予北京
市应急企业单位， 是中国卫生监
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
单位。 公司在SARS疫情 、 汶川
地震灾后防疫、 甲型H1N1流感

等重大疫情事件中， 均圆满完成
了上级下达的任务。

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防控需
求， 在国家工信部帮助下， 洗得
宝公司最新引进一套生产设备，
现在正进行安装调试， 预计每日
可增加6吨消毒产品生产。

平谷区委区政府高度关注企
业的发展和生产情况。 在得知企
业库房不足的困难后， 组织平谷
蓝天救援队在公司院里搭建起了
临时库房。 “尽管我们面临着长期
加班、原材料上涨、产品包装不足
等诸多困难， 但是我们身为防控
物资生产战线的一员， 必须全力
以赴生产出更多优质的消毒产
品， 这是我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和使命 ， 抗击疫情胜利指日可
待。” 陈会军说。

学校停课， 对于备考的高三
学生影响最大。2月1日起，怀柔一
中为高三学生开启了“云听课”模
式，网上听课、远程互动、在线批
阅作业，真正做到停课不停学。

眼下正值高三学生备考的重
要阶段，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
他们的正常学习秩序。 为了做好
高三学生的学习， 减轻学生和家
长的心理压力， 怀柔一中及早准
备，为高三学生开了云听课。

学校的每位高三任课教师按
教学班建好自己的QQ群， 学生
每天的学习按课表进行， 上午语

数外循环，下午综合科目循环。老
师按课表提前5分钟组织好学生，
统一观看课程录播或直播。 录播
课程为老师做好防护措施后，在
无人的录课室录制完成课程，再
上传到班级学习群中， 供学生学
习 。 直播课程采用腾讯会议和
QQ直播两种方式，会议模式可以
通过摄像头看到学生实时课堂状
态反馈， 直播模式则通过下方对
话框进行反馈， 从而保障课堂上
老师和学生能更好地互动。 学生
作业则采取线上批改方式。 每节
课后， 老师会根据本班学生情况

布置适量作业， 发给学生下节课
课案， 并要求学生当天发给老师
或交班级邮箱。 任课教师查看学
生作业完成情况后， 会对学生作
业进行批改、指导。

“我们班一般采取图片形式，
拍照上传作业。我在批改后，会在
群里统一进行批改情况反馈和后
续答疑。 ”怀柔一中高三年级副组
长于海龙说，“这种网上授课模式
是一种新尝试。 这样可以让学生
们在停课期间也不荒废学习， 帮
助学生在高考中考出一个理想的
成绩。”

怀柔一中高三学生开启“云听课”模式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常平

华润医药首批医疗药械运抵火神山医院
□本报记者 石海芹

1月31日14:00， 华润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湖北医药公司将
保障药品 、 器械运抵火神山医
院， 这是火神山医院正式接收的
首批医疗药械。

火神山医院是参照2003年抗
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模
式， 在武汉职工疗养院建设的一
座专门医院， 集中收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患者。 医院总建筑面积
3.39万平方米， 可容纳700-1000
张床位。

21:42， 火神山医院库房现
场验收员办理了医疗药械的入
库， 并郑重的说： “这是火神山

医院首批验收完成入库的医疗药
械， 感谢你们。”

由于西药库还有少量室内工
程处于收尾阶段， 药品入库还要
继续等待， 配送员自发地在现场
帮助工人搬运物品。

5:50， 忙碌了一整天的配送
员， 在货车里伴着现场轰鸣的施
工声沉沉睡去。

6:58， 经过一昼夜的安装施
工，西药库正式启用。 5名配送员
马上办理药品交接、搬运入库，并
协助进行药品上架。此时，连日阴
霾的天空已经开始放亮， 火神山
医院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你拍一我拍一， 勤洗手来
勤换衣， 你拍二我拍二， 出门一
定戴口罩， 你拍三我拍三， 不要
随地乱吐痰， 你拍四我拍四， 村
内路口要看死……” 最近， 密云
区巨各庄镇前厂村的大喇叭里总
是循环播放这首村民创编的防疫
《拍手歌 》， 不仅普及了防疫常
事， 更成为村里老人小孩都会背
的新歌谣。

据了解， 前厂村有3个自然
村，总共500口人。 在疫情防控期
间， 负责村广播工作的毛相君创
编了这首防疫《拍手歌》，“主要是
觉得孩子们好记、好背，在家里边
玩边说，家长也能跟着记下来。 ”
毛相君介绍，除了播放《拍手歌》，
该村还重点时段循环播放 《密云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致全区人民的
一封信》《巨各庄镇党委、 政府致

全镇人民的一封信》，以及从《人
民日报》《北京日报》 等权威媒体
摘编最新消息， 不断提醒村民加
强防范意识。

所谓“大喇叭”，就是被称为
“村村响”的广播设施。据介绍，密
云区自2012年安装“村村响”广播
以来，一直发挥着灾害预警、应急
指挥、信息播报等作用。近期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中，“村村响” 再次发挥了 “无死
角、全覆盖”的宣传功能。

目前， 密云全区各村均已安
装 “村村响” 设备，每天11:30—
12:00和18:00—18:30两个时段由
密云人民广播电台推送节目，其
余时间则由镇村自行安排。 即便
是深山村多、 高龄老人多，“村村
响” 也及时将疫情防控常识和健
康生活方式传到了千家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