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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快报

一线直击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曹萍）1月 29日，记者从

省卫健委获悉，1月 28日 0时—24时，我省 12市
（县）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病
例38例，新增重症病例4例、死亡1例、治愈1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濮阳市为报告首例确诊病
例，确诊 1例。其他省辖市新增确诊病例中，郑州市 3例、开
封市 1例、安阳市 3例、鹤壁市 3例、新乡市 1例、三门峡市 1
例、南阳市5例、商丘市7例、周口市4例、信阳市3例、驻马店
市6例。

截至目前，我省17市（县）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确诊病例206例，其中重症32例、危重2例、死亡2例、治
愈1例。确诊病例中，郑州市40例、开封市3例、洛阳市2例、
平顶山市5例、安阳市14例、鹤壁市5例、新乡市7例、焦作市
2例、濮阳市 1例、许昌市 2例、漯河市 9例、三门峡市 4例、南
阳市 31例、商丘市 14例、周口市 19例、信阳市 32例、驻马店
市16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158人，已解除医学观察312人，
诊断为疑似感染78人，尚有276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③8

1.居家医学观察期间应采取哪些防护措
施？

（1）家庭内应配备必要的消毒剂和个人防护

用品，家庭成员和实施医学观察的人员要做好个

人卫生防护、尽量减少接触。

（2）医学观察对象尽量单间居住；减少与共

同居住者的接触机会；家庭内保持通风。其使用后的卫生间

做好必要的清洁和消毒工作。

（3）医学观察对象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外出时要戴好

口罩，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场所。

（4）每天早晚各测量 1次体温，做好记录。

2.如果接到疾控部门通知，你是一个密切接触者，应该怎
么办？

按照要求进行居家医学观察，不用恐慌，不要上班，不

要随便外出，做好自我身体状况观察，定期接受社区医生的

随访，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异常临床表现，及时向当地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在其指导下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

查、诊治等。

3.如何保护自己远离新型冠状病毒传染？
（1）尽量少去人多且封闭的场所。

（2）正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3）打喷嚏或者咳嗽时不要用手直接遮挡，要用肘部或纸

巾遮掩。

（4）正确、及时洗手。

（5）合理膳食、加强锻炼、规律作息，提高自身免疫力。

4.新型冠状病毒的抵抗力如何？
新型冠状病毒对热敏感，56℃30 分钟、乙醚、75%酒精、含

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

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③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供 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整理）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通讯员 曹咏 孙逸璠

随着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患者人数的增多，隔离病房中的病人牵动
着全省人民的心，坚守在隔离病房的医护
人员，更是所有人的牵挂。在“战疫”的最
前沿冲锋陷阵，他们的情况怎么样？1月
29日，记者探访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隔离病房。

1 月 22 日，医院隔离病区正式成立，
至今整整 8天时间，第一梯队的 16名队员
没有踏出隔离病区一步。吃饭，是和患者
吃一样的饭菜；为了不占用病床，困了就
睡在办公室地上的大通铺。然而这些天，
睡觉对他们来说有些奢侈。“在筹备阶段，
很多人都是连续 36个小时没有合眼，这几
天每天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护士长白
黎说。

在隔离病房，专业防护服必不可少，为
了减少出入病房次数，所有人都是“望水止
渴”、不敢多喝。白黎说：“大家经常是连续
10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都穿上了尿
不湿，最长的坚持了 14个小时。”脱下防护

服和口罩时，往往已浑身湿透，脸上更是斑
痕累累。

奋战在隔离病区的 16名队员都是主
动请缨，他们义无反顾选择上战场，心底最
放不下的就是亲人。“最想自己 5 岁的儿
子，好多天没看见他了。”说起孩子，干练的
白黎流下了眼泪。

51岁的护士张华在感染科已经工作了
30余年，她第一个报名进入第一梯队，而家
中，还有 80 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等待照
顾。“在科室中我是大姐，应该主动冲到前
线，我会一直守在隔离病房，直到疫情结
束。”张华语气坚定。

今年，队员们在隔离病区度过了一个
特殊的除夕。“我们手捧蛋糕，录了一个小
视频，给病人和自己加油打气，给亲友们送
去了祝福，我们会铭记一辈子。”护士马冰
说着说着，含着眼泪笑了。

他们是儿女、是父母、是妻子、是丈夫，
但进入隔离病房，他们只有一个名字“白衣
战士”；防护服下甚至分辨不出他们的面
容，但透过他们坚毅的眼神，我们看到了必
胜的信心。“等疫情结束，等我们胜利回家，
团聚！”白黎坚定地说。③6

本报武汉讯（记者 杨晓东）1月 29日
的武汉，终于见到了久违的阳光，这在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刻，显
得如此珍贵和热烈。

据河南首批援鄂医疗队负责人王耀平
介绍，29日下午医疗队又接手了武汉市第四
医院的第二个病区，目前医院正在协助调试
电子病历等相关系统，武汉医护人员将于30
日陆续撤出，河南医疗队会全面接管。

医疗队中，有28名同志来自郑州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该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刘培杰告
诉记者，29日发生了一件暖心事。因为大家
出发时走得太匆忙，换洗衣服和一些生活必
需品没有带齐，而武汉医院附近的商超都已
经关闭，机动车等交通工具也全部禁行，他
们只能骑单车赶往4.5公里外一个还在正常
营业的超市购买了生活用品。当超市主管听
说他们是河南医疗队队员，非常热情地为他
们开辟了绿色通道，并派车把大家送回宾馆。

来自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李玉洁是
一名26岁的护理人员，为了降低感染风险，
她和十几名女队员29日上午毫不犹豫剪去
了长发。她坦诚地告诉记者，虽然这两天接
受了心理辅导，自己也下了很大决心，但进入
病房后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和工作之繁杂琐碎
让人无法想象。最痛苦的还是精神压力，“我
也偷偷哭过两三次，但既然来了，就不能退
缩，我们必须勇敢面对，扛起这个重担！”③6

□刘婵

我是湖北人，先生是河南人，我俩常开玩笑说，这要是放

在古代，大概是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的联姻。我们这个豫鄂

组合家庭，今年本准备在湖北过年，临到年根儿，又心有戚戚

焉折回了郑州，尽管没有感染症状，也响应号召正在进行“自

我隔离”。

湖北和河南的联系有多紧密，从我们这个小家庭就可见一

斑。别的不说，就拿我们办公室来说吧，一共十个人，其中湖北人

就有两个，像我和先生这样的豫鄂组合家庭也就有两个，还有一

半人在武汉上过大学。写到这里，球迷先生又给我转来一则消

息，说是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建业足球队包括

冯卓毅、柯钊、钟晋宝在内的多名湖北籍球员春节未能与家人团聚。

管中窥豹，可见两个省地域相邻、唇齿相依，基础设施相

连，经济文化联系密切，民间交流真的跟串门儿一样，太方便

了。河南省委、省政府面对疫情高度重视、严防死守，并本着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理念开建河南版“小汤山”。

其实我作为湖北人，这么些年生活在河南，从来没觉得自

己是外乡人。湖北人“过早”吃热干面，河南人早上喜欢来一

海碗胡辣汤。我既爱着热干面的浓香纯郁，也爱着胡辣汤的

酣畅通透。而这里满大街和湖北口味接近的信阳菜馆就更不

用提了！河南人的朴实、善良、厚道就在于，恰恰因为你是外

乡人，不仅不会歧视排斥你，而且会发自内心地对你多一点心

疼、多一分关爱、多一声叮嘱，让我们这些在河南打拼的外地

人倍感温暖，觉得这里真的就是我们的家。

所以，这段时间当我看到“在郑隔离人员有人疼”时，湖北

孙先生一家在郑州一家宾馆宾至如归时，河南援鄂医疗队十

几名女队员剪掉长发时，浚县农民兄弟乐队唱起《加油武汉》

时，河南省湖北商会的微信群里大家都在点赞郑州温情时，新

乡男护士延迟婚礼驰援武汉时，河南电焊工瞒着家人去支援

火神山医院建设时，郑州一家企业采购 9 万只口罩捐赠疫区

时……我没有一点意外，因为在我眼中，河南人民从来都是义

薄云天、心怀大爱的一群人，我们知道湖北和河南相邻相依所

以更得相惜相伴，我们明白荆楚儿女和中原儿女是相亲相爱

的一家人，我们相信河南、湖北都在中部所以一定都很“中”。

网友很有才，发现“豫”字 15画，“鄂”字 11画，多出来的四

画刚好是“心”的距离。有心就有爱，这份爱跨越南北，从黄河

流淌到长江。就像那句广为人知的歌词里所唱的，“长江、长

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

样亲”，再苦再难，一起顶着。

在上下五千年历史进程中，长江文化有开榛辟莽之功，黄

河文化有滋养文明之力，长江、黄河千万年生生不息的河水哺

育了亿万亩肥沃的良田，更孕育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自强

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们战“疫”的底

气，和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

深宅家中有阅读相伴就不寂寞，谨化用普鲁斯特《追忆似

水年华》中的一句话，用作此文结尾——

“就让料峭春风，为一早就等在门口的彩蝶，吹开武汉的

第一朵玫瑰。”3

□本报记者 谭勇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相比其他
任何时候，河南与湖北两省人民的心此时
贴得更近，情谊更深。

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之后，1 月
23日，总部位于武汉的中建三局等 4家施
工企业临危受命，开始参照北京小汤山医
院模式，火速建设武汉火神山医院集中收
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牵动着全国人民
的心，更牵动着“近邻”河南人的心。大家
有着共同的信念：支援武汉，共克时艰。

近1万个口罩和4箱消毒液

1月 23日，武汉火神山医院启动建设的
同时，中建三局在河南的二级单位中原分公
司收到总部指令：筹集口罩、防护服等防护
用品。如何找到可靠货源？这可愁坏了负
责采购的中原分公司团委书记仝乐。

“听说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需要防护
物资，我有货源。”一筹莫展之际，一个陌生
人的来电让仝乐激动得跳了起来。原来，
驻马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王中
华在朋友圈看到了中建三局支援建设应急
医院需要防护物资的消息后，立刻发动自
己熟悉的单位、企业和同学全城搜集。大

家纷纷走上街头、走进药店，终于筹到了近
1万个口罩和4箱消毒液。

王中华开车将这批物资送到郑州，交
到仝乐手上。

“多少钱？我这有！”仝乐忙从包里取
出厚厚一沓人民币。

“不要钱。”王中华说。
“这绝对不行，我们企业不能接受捐赠！”
“这些东西不多，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钱我是绝对不会收的。请代我把这些东西
转交给建设一线的工人，这是驻马店人民对
他们的敬意！”说完，王中华驾车快速离去，
一阵暖流瞬间涌上仝乐的心头。

2个汉子和1000多公里路

仝乐通过各种途径筹到了4万多个口罩、
5000双医用手套、500件医用防护服、500个
护目镜、100个电子体温计和6箱消毒液。可
怎么第一时间把这些物资运到武汉呢？

两名河南汉子——程战胜和他的侄子
程玉成站了出来。程战胜是河南茂恒货运
有限公司负责人，在得知要运送防疫物资
到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前线后说：“这事儿
我们干了，无论多少货、无论需要什么车
型，全部免费安排。”

当仝乐执意要付钱甚至多付钱时，生性
率直的程战胜急了：“如果给钱，我就不去了。”

就这样，1月24日一早，程战胜、程玉成
一起开车奔赴武汉。赶到武汉送完货后，已
经是夜里 11点多，他们又连夜返回河南。

回到家已是大年初一的早晨。顾不上和家
人见面，两人开始了自我隔离的日子。

一个老板和十多个工人

1月 27日，大年初三，武汉火神山医院
建设一线传来消息，急需板房工人。看到
消息后，在郑州临建板房行业小有名气的
郑州鑫雅轻钢房屋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可伟
立刻给自己的工人打电话，只说了一句话：

“支援武汉，可能有感染风险！”
让赵可伟感动的是，十多名经验丰富

的板房工人二话不说，带上简单的行李，就
直奔郑州。几个小时内，大家从封丘、原
阳、禹州、商丘等地，或开车，或包车，一个
不落都赶到了郑州集结。

人员聚齐后，赵可伟带着他们又匆匆
开车奔赴武汉。饿了，吃方便面；渴了，喝自
带的热水。到达武汉时已是深夜，他们顾不
上休息，直接拿上工具，戴着口罩奔赴施工
现场。

“你们提供吃住就行，工人的工资由我
们公司承担。别的忙帮不上，建设板房我
们的工人个个都是好手。”赵可伟这样对中
建三局的现场负责人说。

为了尽快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者们正在昼夜施
工。“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派医疗队、
捐款捐物，怀揣大爱的河南人时时令人感
动。”中原分公司党委书记殷广建告诉记
者。③8

我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确诊病例38例 治愈1例

“胡辣汤”对“热干面”的情意

居家医学观察应注意什么？

1月 29日，记者从郑州市交
警支队了解到，因2020年春节假
期延长至2月2日，按照郑州市政
府关于机动车限行的规定，1月
24日至2月2日，郑州市机动车不
限行。③8 （本报记者 李凤虎）

1月 29日，记者从省卫健委
获悉，为进一步做好全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工
作，我省在前期确定 130家定点
医院基础上，新增加17所医疗救
治定点医院，疫情防控网进一步
筑牢。③6 （本报记者 王平）

1 月 29 日，记者从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获悉，为切实保障
疫情期间防控用药用械的市场
供应和质量安全，我省已正式
启动医疗器械快速审批程序，
并开通原材料检验绿色通道，
确保合法产品能够快速投放市
场。③6 （本报记者 孙静）

一句话新闻

防护服下的最美“天使”
——探访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隔离病房医护人员

科普
知识

既然来了就不能退缩

豫鄂连心奋战“火神山”

□张光辉 高鸽 摄影报道

“亲爱的妈妈，您就是我心中的超级英雄！”1月 28日中午，接到 13岁女儿发
来的短信，贾玉枝眼圈红了。41岁的贾玉枝是洛阳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士长，面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从农历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每天工作15个
小时，她与同事们一起，坚守在抗击疫情第一线。⑨3

▲贾玉枝帮助医护人员做好防护

▶女儿发来暖心短信

您是我心中的超级英雄

大河24小时一日回放

1月 28日
22:00 国考面试推迟，具

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23:00 急寻 22 日 G586

次11车及G686次02车乘客

1月 29日
00:00 黄冈版“小汤山”

已正式启用，首批病人已转入

1:00 港澳旅游签注暂停

办理

2:00 北 京 重 罚 口 罩 涨

价 拟开300万元罚单

3:00 天津卫健委一官员

防控失职被问责

4:00 火神山医院效果图

发布

5:00 国家医疗专家组成

员解释何为接触传播

6:00 北师大开通疫情心

理支持热线：4001888976

7:00 返程高峰将至，警

惕高速服务区成防疫盲区

8:00 全国新增确诊病例

1459例，河南新增38例

9：00 因疫情防控，河南

38个高速收费站交通管制

10:00 白宫推迟暂停中

美航班

11:00 武汉成立专项督查

组，对患者“应收未收、应住未
住”情况进行督查

12：00 郑州限行政策有

变，2月2日前，郑州不限行

13:00 雷神山医院规模

扩大，病床增至1600张

14:00 信阳市浉河区部

分经营性场所暂停营业

15:00 洛阳各大公园 29

日起暂时闭园

16:00 辟谣：河南第二家

“小汤山医院”已在郑州市上街
区开建?不存在

17:00 配合疫情防控，铁

路部门延长退票时限

18:00 洛阳设75个卡点，

湖北全省和郑州周口等 7地市
车辆一律劝返

19:00 疫情防控期间，河

南省城乡居民可凭社保卡或身
份证就医，暂停社保卡现场申
领、发放

20:00 河南新增 4 家省

级定点医院，5家省级后备医院

21:00 西藏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22:00 中央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疫情仍处于
扩散阶段，形势复杂严峻

微博关注大河报发起的话
题#疫情实时播报#

（播报整理 朱琨 孙贝 刘
金环 孙轶）

抗击疫情特别报道
1月 28日 22时至1月29日 22时

驰援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