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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为完善和
健全分工明确、通力合作的
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提升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以
练为战，保护广大妇女的身
体健康，切实提高全员防控
能力，有效阻止传染病的传
染源，保障妇产科诊疗工作
的有序开展，2月8日，商丘
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开展新冠
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演练，“在
疫情防控背景下对疑似新冠
肺炎患者的破水产妇进行应
急救治”实战演练。

以演促练，以练为战。
此次演练背景是：一孕妇因

“孕38周，G2P1 腹痛、流液
一小时”急诊来该院九楼就
诊，扫码显示绿码后进入病
房，值班护士经测温设备初
次筛查，进行详细记录，患者
体温36.8℃，宫缩剧烈，有大
便感，无核酸检验结果。立
即呼叫值班医生及助产士，
立即启动无核酸结果急产孕
妇应急预案。值班医生立即
将情况报告给科主任。穿戴
好防护装备产科医生及助产
士立即接待孕妇，将该孕妇
立刻搀扶至应急缓冲间，同
行家属一并带到应急缓冲间
暂时隔离，同时值班人员对
测温通道、此患者的途经路
线及时喷洒消毒液。所有接
触患者的医院工作人员及时
做好自身防护消毒终末处
理。

助产士用水银温度计对
该孕妇二次体温检测，值班

医生询问当前身体状况、近
期行程状况（有无疫情重点
地区旅居史、途经史或有确
诊、疑似病例接触史），并记
录，值班护士采取咽试纸为
其进行核酸检测。同时陪同
孕妇的产科医生（在产床上）
为孕妇进行产科检查，评估
产科情况，即将分娩。

经过40分钟，接到电话
通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助产士做好一切防护，准备
接生。生后所有医疗废物装
入专用垃圾袋，防止病毒再
次传播。核酸结果显示阴
性，结果明确排除新冠肺炎
疑似感染，应急缓冲间观察2
小时后转入普通病房。

演练由医疗救治、病例
上报、患者转运、终末消毒、
应急响应的终止等环节组
成。演练过程中，该院妇产
科上下联动，按照应急预案
流程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参
演医护人员反应迅速、处置
得当，贴近实战，取得了良好
效果，达到了检验预案、磨合
机制、锻炼队伍的预期目标。

据悉，通过此次演练，进
一步完善了商丘市中心医院
妇产科应对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应急机制，规范了新冠肺
炎疫情防治处理流程，提高
了疫情防治应急处置能力和
应急队伍的实战水平，增强
了疫情防控战役中的信心，
为更好地保障广大妇女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奠定了坚
实基础。

本报商丘讯 为确保春节
过后复产复工期间安全生产
形势稳定，2月20日，商丘市
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在全
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结合辖区企业陆续复工的形
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复工复产，为企业复工按下

“加速键”。
古宋街道办事处领导班

子成员与相关站所严格落实
企业联系制度，深入企业检查
指导，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同时按照属地责任开展企
业走访和人员排查，严格落实
防控措施，督促企业做好复工
复产各项工作，对企业复工复

产疫情防控备案表、员工信息
摸排表、疫情防控信息登记
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等档案
资料进行检查。

对于已复工企业，该办事
处要求其进一步加强生产车
间和生活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加大对省外返岗员工的管理
力度，确保生产高效有序进
行。未复工企业要做好各项
复工复产准备工作。根据上
岗人员规模，古宋街道办事处
将全面核查企业是否备齐足
够的消毒剂、75%浓度酒精、
体温计、口罩等消毒防护用
品，确保上岗人员日常防护所
需物资到位。

另外，要求企业建立疫情
防控管理台账，严格执行进出
人员体温检测和信息登记、分
餐制、公共区域定时消杀通
风、日常登记等举措。目前已
签订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承诺书16份，发放企业开工
疫情防控须知单页500余份，
收集企业员工健康体温检测
表300余份。“接下来，我们将
继续加强督导、精准调度，制
定严密细致的措施，确保企业
复工复产后各个重点环节的
防疫工作落实落细，做到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两不误’。”
商丘市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
处党工委书记李传奇表示。

本报商丘讯“我的工作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每天交
班、打针、发药、换药，日复一
日重复着一样的工作。”来自
商丘市中医院心病一科主管
护师朱琳说，自己上班已经八
年了，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工作
状态，虽然很忙但是很开心。

据朱琳介绍，她小时候最
怕打针，觉得当护士给别人打
针太恐怖了，长大就想当警察
抓小偷。等到考大学时，朱琳
父母觉得女孩子当名护士挺
好的，就为她选择了护士这个
专业。但是等到大学毕业后，
朱琳才发现自己真的很爱护
士这份工作。

2020年11月30日，朱琳
被商丘市总工会、商丘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评为商丘市“优秀
护士”称号。“惊讶的同时也挺
有成就感的。”朱琳听说自己
被评上“优秀护士”后对记者
说，平时身边同事工作得都非

常好，甚至有比她更优秀的，
自己能被评上“优秀护士”真
的很感谢同事们的照顾和认
可。

朱琳说，入行八年，自己
一直在成长，记得刚上班时，
也因为和病人家属发生矛盾
而偷偷掉眼泪，但现在，她已
经成长为能代表河南去武汉
支援的一名护士。

“在武汉，当时重症室有
一个昏迷的男病人，呼吸机、
尿管、胃管……几乎所有的治
疗机器都在他身上运转，为了
让他有活下去的希望，我们每
天用病房里的专用手机让他
和孩子、爱人通话；直到今年
一月份，突然从电视上看到了
那个病人已经像正常人一样
回归了家庭，生活也能自理。”
据朱琳介绍，十个月的时间，
病人从奄奄一息到身体完全
康复，让她不仅感受到了医学
的伟大，还让她感受到自己作

为一名护士的价值所在。
“只要健康活着，干啥都

有希望。”这是朱琳从武汉回
来后最大的感受，她还说道，
当一名护士让她获得了太多
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本报商丘讯 为加强反恐
维稳工作，进一步检验和提高
特警队员反恐意识和应急处
突实战能力，充分发挥公安机
关的职能作用，近日，虞城县
公安局特警大队在县木兰文
化广场组织开展了反劫持人
质处置演练。

按照演练模拟警情：特警
大队巡逻警力接县局指挥中
心指令称：县木兰文化广场有
无辜群众被人持刀砍伤，歹徒

还劫持有人质，要求立即处
警。接警后，特警大队立即组
织警力携带枪支弹药、盾牌、
长警棍、抓捕器等装备赶到事
发地点，快速开展现场勘查，
了解人质伤亡、嫌疑人情绪及
其携带的武器装备等情况后，
立即设立临时指挥部，将参战
队员分为武力处置组、谈判
组、控制与警戒组以及保障组
四个工作组开展协同处突工
作。在对广场进行封闭警戒

的同时，特警大队派出谈判员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劝导、谈
判，待时机成熟，处突队员适
时出击，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
捕。

演练过程中，队员们根据
演练方案，模拟实战进行了反
暴恐、反劫持人质的分组和联
合处置演练，成功完成了便衣
侦查、攀登突击、人质解救等
科目。

本报商丘讯“同志们，
现在正是麦苗返青，农户春
灌的时候，咱们供电所全体
人员，利用周末时间对所辖
井井通台区存在的隐患进行
全面排查。”2月21日，民权县
供电公司王桥供电所所长张
海勇对全所人员做出要求。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农
户春耕春灌繁忙时期到来，
为助力农户增产增收，民权
县供电公司成立15支“春灌
保电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
地头、种植大棚，及时了解春
灌用电需求，现场指导农民
正确使用各类灌溉用电设
备，帮助更换不合格导线、闸
刀，解决广大农民在春耕春
灌期间遇到的各类困难。

对台区、低压灌溉线路、

机井等春灌设备进行重点巡
视检查，对各村委自架线路
进行安全排查，下发隐患排
查整改通知书。加强春灌安
全用电知识宣传，为农户发
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讲解
安全用电常识，进一步提高
群众安全用电意识，避免因
私拉乱接、农耕机械误碰电
杆拉线等造成的安全事故。
全面受理业务咨询、报修、缴
费等业务，提供现场服务和
技术指导，为广大农户提供

“一站式”供电服务。
截至目前，民权县供电

公司已处理排灌线路缺陷9
处，帮助农户检查维修用电
排灌设备30台次，下发整改
通知书3份，发放安全用电
宣传册1200余份。

以练为战 防“疫”未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朱雷通

民权县供电公司：
倾情服务春耕春灌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杨玲玲

虞城县公安局
开展反劫持人质处置演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张洁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李松柯 赵晨

全力抓好节后疫情防控
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优秀护士”朱琳:
只要健康活着 干啥都有希望

工作中的朱琳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刘硕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