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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直击

本报讯（记者 曾鸣 史晓琪）1月
30日，记者从河南农业大学获悉，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河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改平主持组织河南农业大学
和郑州大学、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的 3
个实验室紧急启动新型冠状病毒疫
苗攻关和快速检测试剂研究工作，目
前研究进展顺利。

据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生后，张改平院士团队迅速行
动，整合 3个实验室的优势资源，组
织精干力量，第一时间投入研发工
作。经过集中攻关，张改平院士团队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快速检测试剂
方面的研究即将在 3个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一是做出可以用于确诊的
PCR 试剂，二是做出荧光定量确诊
PCR试剂，三是做出可以用于自我检
测的检测试纸。以上方法采样均采
用即时病毒灭活，确保不会造成病毒

扩散，使检测不受生物安全条件限
制。张改平院士团队的研究还得到
了从事相关基础服务的生工生物工
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大力
支持。

近 10 年来，张改平院士团队在
一些病毒新型疫苗研究领域取得突
破性进展，采用精确启动免疫系统
的分子设计，已经研究出多个经过
实验室攻毒验证的新型疫苗，正在
申报国家批准。此次针对新型冠状
病毒的疫苗也采用了同样的设计理
念。③8

本报讯（记者 李铮）1月 30日，省
委书记王国生到郑州市机场、地铁、城
际铁路和海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检
查疫情防控工作，了解群众出行情况。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出发大厅，安
检员正在使用红外体温检测仪和手持
体温仪检测乘客的体温。王国生详细
了解检测和人员流动情况，与有关负
责同志现场研究具体防控举措。王
国生指出，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持问题
导向，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和人员流动
变化，认真查找工作中的漏洞，确保
不留隐患。

在城际铁路新郑机场站，王国生
向正在候车的李颜夫妇询问春节期
间生活和旅途情况，介绍河南疫情防
控措施，希望大家坚定信心，积极支
持防控工作，安心在家过一个健康
年。在地铁机场站，王国生详细询问

地铁、车站消杀防疫具体措施，现场
检查防控工作落实情况。王国生强
调，节后人员流动高峰到来之前，各
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提前研判、备
好预案，抓紧做好节后复工复产复课
各项应对准备，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持久战。

在机场海关、郑州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王国生看望了一线工作人员，
询问了解当前出入境客流情况和疫

情防控工作，强调要坚守岗位，扛牢
责任，全面落实防控举措，认真维护
通关秩序，为出入境旅客提供更加安
全快捷的通关环境。他叮嘱有关负
责同志，要尽最大努力保障重点地
区、重点部位疫情防控物资供应，认
真做好一线防控人员安全防护和专
业指导，不断提高防控工作的针对性
有效性安全性。

穆为民、舒庆参加活动。③8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

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在当

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斗争中，紧紧依靠群众全面落实联防

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打赢群防群控疫情阻击战，是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关键。

疫情防控涉及重点人群和重点地

区管控、医疗救治、个人和家庭预防、物

资保障等方方面面，是点多面广、头绪

繁多的系统工程，必须人人参与、人人

尽责。我们要跑赢疫情传播速度，赢

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动权，必

须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坚

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在

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上出实招、求实效。

针对疫情防控形势，我省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疫情防控

工作务必做到“十个坚决到位”；“每天

一个暖心电话，定期一次生活慰问，每

天一次垃圾回收”，郑东新区博学路办

事处的“三个一”暖心行动，让疫区来郑

人员宽心、暖心，积极主动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鹿邑县辛集镇李唐村采用宣传

喇叭车、宣传页、宣传标语等有效手段，

逐户下发疫情通知书，宣传进村、进组、

进户……在中原大地的城镇乡村、大街

小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专题会议精神，

走农户进社区，同群众结成责任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全力切断疫情传播途

径，各项防控工作正有序展开。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快速处置疫情防控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必须更好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凝聚群众，进一步把党密切联系群众

的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

势。严格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

要求，落实以城市社区和行政村防控

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形成“党政牵头、

社区（村）动员，群防群控、稳防稳控”的

工作格局。以农村和社区党组织为

主，包村干部、村警、村医、村民联动，组

织开展网格化、地毯式排查，城区排查

到社区、到楼栋、到房号，农村排查到乡

镇、到村组、到家庭，做到县不漏乡、乡

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不留空

白、不留死角，构建以村保乡、以乡保县

和以小区保社区、以社区保城区的防

控体系。织密织牢预检分诊和发热门

诊“两张网”，对发热病人第一时间进行

检测，可疑病人第一时间隔离观察，严

把疫情传播第一道防线。提前研究上

班、复工和开学后的防控措施，制定工

作预案和防护要求，扎实做好本部门

本单位本行业的防控工作。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物资、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生

产供应，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

等投机行为。科学把握疫情防控舆论

引导工作的时度效，回应好社会关切，

宣传好防疫知识，解读好防控政策，报

道好防控一线感人事迹，凝聚起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人民为中

心，紧紧依靠群众，织密织严群防群控

的防护网，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3

本报武汉讯（记者 杨晓东）来自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援鄂医疗队队
员周莉娅是一名 80后，和她聊天，根
本感受不到我们是身处一个疫情严
峻的城市，她的话语充满着积极和乐
观，犹如洒满大地的阳光。

从 1月 30日零时到凌晨 4时，周
莉娅在隔离病区工作了 4个小时，其
间医院又收治了两名患者。“当看到
他们渴望生命的眼神，我的心被深深
刺痛了！”周莉娅说，因为隔离病区的
患者没有家属陪护，不少病人又处在
极度恐慌状态，无奈、无助和孤独，会
让他们陷入悲观之中，他们不仅需要
药物的治疗，也需要心理的疏导。这
个时候，医护人员就是他们唯一可以
依靠的人。“除了精心照料病人的生
活起居，我们也会和他们聊聊天，尽
力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非常配
合、非常主动、非常亲切。”周莉娅满
脸温馨地告诉记者，当患者家属隔着
玻璃门向医护人员竖起大拇指的时
候，“我们感觉很温暖，我们也回敬了

他们一个大拇指！”
“要想帮助患者释放压力，首先

自己要有好心态。”周莉娅笑着说，
“下班后我和同事回到宾馆，大家利
用空闲时间，跳操、微信聊天，聊工
作、聊生活、聊家庭，无所不聊，只有
这样才能缓解压力！”

谈到这次参加援鄂医疗队，周莉
娅告诉记者一个小秘密。虽然近 40
岁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要孩
子，本来近期要去医院做试管婴儿，
但为了援助武汉，她放弃了。“做试管
的时间可以选择，但来武汉的时间没
法选择！”周莉娅告诉记者，2013年、
2017 年自己曾经两次大出血，处在
死亡的边缘，淮河医院的领导和同事
都无私地帮助她，“每天我的床边都
有人。”现在，当其他人需要帮助的时
候，她毅然前往，“这事不用商量，无
论是谁，都会出一份力！”

周莉娅说，刚来武汉的时候，“大
街上一辆车、一个人也没有”，这两
天，“人和车都有了，我感觉这个城市
正在慢慢恢复……”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1月 30日，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春节假期
前 7天，虽然受到节日和疫情的双重
影响，但由于我省各级各部门全力做
好保供稳价相关工作，主要民生商品
价格基本稳定。

全省 92个价格监测网点的立体
全面监测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我省主
要食品供应基本充足。受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1月 27日、
28日，居民因为恐慌而有囤货抢购行
为，鲜菜供应略显不足，出现部分商品
价格轻微上涨的情况，但1月29日开
始市场供应陆续恢复，粮油米面、蔬
菜、鲜果及肉蛋类整体供应充足，菜品
丰富、价格合理，没有出现异常波动。
防疫医疗商品方面，口罩、酒精等防疫
用品供应有些趋紧，但抗病毒口服液、
板蓝根冲剂等普药类品种供应充足。

另外，威露士、舒肤佳等洗手液价格稳
定，销量明显上升。

随着春节假期进入“延时后半
程”，主要食品调控力度不断加大，市
场供应量开始增加，部分主要民生商
品价格开始呈现回落态势。据监测，
1月 30日，大白菜、上海青、青椒、黄
瓜、西红柿、白萝卜、茄子、大蒜、芹
菜、胡萝卜、土豆等 11种蔬菜全省平

均价格为 3.86 元/500 克，比 1 月 29
日略降。肉蛋类价格规律性回落明
显，鸡蛋全省平均价格为 4.34 元/
500 克，比 1 月 29 日下降 2.47%；猪
肉精瘦肉、五花肉、牛肉、羊肉、鸡肉
全省平均价格分别为 31.12 元/500
克 、29.79 元/500 克 、37.93 元/500
克、38.80元/500克、9.29元/500克，
比1月29日分别下降0.13%、0.13%、
1.45%、1.67%、0.21%。

省发展改革委价格调控处相关
负责人说，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
部署，他们将密切监测粮食、肉类、蔬
菜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为保供稳价
工作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与
此同时，严格落实物价上涨补贴联动
机制，一旦出现物价和收入“倒挂”的
情况，及时足额发放价格补贴，保障
困难群体基本生活。③6

王国生到机场地铁海关等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群防群控战胜疫情

1 月 30 日，郑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党员突击队奋战在战“疫”
一线。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全体民
警、辅警，放弃节日的团聚，迅速
返回岗位，坚守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场”，全力以赴投入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范处置
工作之中。⑨3 刘书亭 摄

主要民生商品价稳量足
昨日多种蔬菜肉蛋价格回落

1月 28日，市民在光山县东城西亚超市购物。春节期间，该县采取相关保供措施，保障市民的“菜篮子”供应充
足。该县各大超市食品、蔬菜品种齐全，价格平稳，前来采购的市民都戴着口罩，有序购物。⑨3 谢万柏 摄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检测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有望实现一张试纸快速自检

1
2
3

做出可以用于确诊的PCR试剂

做出荧光定量确诊PCR试剂

做出可以用于自我检测的检测
试纸

即将在3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患者家属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本报讯（记者 何可）继我省首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愈
之后，巩义市人民医院成功治愈一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1月
30日 9时正式出院。这是我省第二
例、巩义市首例治愈出院病例。

患者王女士，30岁，某公司职工，
于1月 13日到武汉出差，1月 17日乘
坐高铁回郑州，1月 20日因发热到巩
义市人民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为疑似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立即进行
隔离治疗，1月 23日被河南省疾控中
心检测确诊。

巩义市人民医院院长乔来军介
绍，患者住院过程中，院方高度重视，
多次组织院内专家会诊、分析病情，
制定并指导治疗方案。在医护人员
的精心治疗和悉心照顾下，王女士的
病情逐步得到控制，1月 27日复查胸
部 CT，提示左肺下叶病毒性肺炎较
之前明显吸收好转。按诊疗指南要
求，该患者两次复查，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性，符合国家卫
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
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经省卫
健委核准，对该患者解除隔离，予以
出院。

“疫情发生了，当所有人都把病

人当作病原体、传染源，远远隔离的
时候，你走近我，诊疗，抽血，采样，消
杀，照顾，鼓励。我看不到你的容貌，
却记住了你澄澈的眼睛，你是我心中
逆行的英雄。”王女士深情作文，写下
对医护人员的感谢。

1 月 19 日设立发热门诊，发现
了巩义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疑似感
染者后，巩义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主任周成国就义无反顾投入到
抗疫斗争第一线，至今还没有离开
过医院，已坚守 11天。他感慨地说：

“疫情虽然严峻，但并不可怕。医院
专门成立了防控疫情办公室，感染
科原来只有 13名医护人员，这次从
全院抽调精干力量，充实到了 32
人。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卫健委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根据患者的症状对症治疗，效
果正在逐步显现。”治疗期间，周成
国团队采取三班倒方式，医护人员
除了每天 24小时的健康监护外，还
注意安抚王女士的情绪，帮助她建
立信心。

“我是党员，就应该带好头，冲在
前。”面对首个战果，周成国并没有松
懈，“王女士出院后，我们还会对她进
行密切关注和回访。”③8

我省第二例患者治愈出院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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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线
党员冲在前

与李兰娟院士
面对面

“四抗二平衡”是救治
危重症患者有效策略

目 前 已 经 分 离 到 了 五 株 病

毒，其中有两株非常适合于研发

疫苗。分离到种子株之后，还要

把种子株的病毒在细胞中培养，

让它长到一定的量，这就需要一

个 多 月 。 大 量 的 细 胞 病 毒 拿 到

了，还要进行后面的实验，最快速

度估计也要一个半月。所以，加

起来最快速度要三个月才能证明

疫苗有效。不过，只要得到相关

部门批准，生产还是很快的。

第一是抗病毒。早一天进行

抗病毒治疗，重症率就会下降 10%，

病死率下降 13%。第二是抗休克，

要补充盐水。第三是抗低氧血症，

“李氏人工肝”有效。第四是抗继发

感染，早期用抗病毒治疗，到后面一

旦有继发感染的时候再用抗生素。

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

及维持微生态平衡。

最快3个月
才能证明疫苗有效

对传染病
思想上永远不能松懈

第一，思想上永远不能松懈，

永远要记得传染病随时都有可能

发生；第二，传染病防治这支队伍

不能歇着；第三，国家 16 个重大科

技专项中，医学传染病重大专项这

十年来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无论是 SARS 的时候还是现

在，可能传染源都来自野生动物。

所以希望所有人不要吃野生动物，

大家要管牢嘴巴，而且要坚决取缔

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国家已经有的

法律执行要严。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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