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牢记使命
做疫情防控“领头雁”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及时准确地发现和统计上
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数据，做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早预防、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疾控中心疫情信息组的人员每天
看电脑、盯手机，与密切接触者“天天见”，严格按要求进行疫情监
测资料的收集、分析、上报和反馈，是领导决策的参谋部。

数字，体现疫情发展的动态和趋势，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更是调整疫情防控策略的依据。疾控中心在接到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报告的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后 2小时内进行调查核实并
上报，疫情信息数据涉及面广、头绪多、任务重，疫情信息组成
员一直坚守在疫情直报岗位上，累了，就在办公桌上趴一会
儿；饿了，用泡面、馒头充饥。凌晨 1 点、2 点、3 点……他们依
然在处理预警信息。根据流调组深入医疗机构和发生聚集性
疫情社区等防控现场获取的信息，信息组对传染病数据进行
分析，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每日编写完成《疫情快报》，成
为区指挥部决策的必读参考。

密切接触者管理是项细致而琐碎的工作，工作量之大难以
想象，流调人员曾经一天拨打 136个电话，收发 241条微信。不
是每一个电话、微信都有人接听和回复，不是每一个接听的人
都配合，面对拒绝承认、问东答西、百般刁难、恶语相向，他们没

有时间委屈，做的只有想方设法联系到当事人，争取理解和配
合。特殊时期，突发状况时有发生。2月 19日，卧龙区七里园
乡一名疑似患者隔离结束后，发现自己和家人都被人用异样的
眼光看待，心理压力极大，打电话过来寻求帮助时，马红昌的回
答让她得到了安慰，坚定了信心：“没问题，我给你证明，你放心
吧。”“部分疑似患者接受调查时常常不耐烦，自己因为理解就
更耐心些，调查结束时也会告诉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联
系我。”马红昌回想自己一天接打 60多个电话时说，“工作完成
的时候，只想喝水，不想动，也吃不下饭。”

疫情期间，疫情信息组共收集卧龙区确诊病例 23例、疑似
病例 116例，订正了 137例病例信息（含高新区），整理并转交高
新区疫情病例信息资料 66 份；传染病网络直报疫情审核 232
次，处置传染病预警信息 236例；填报工作报表 124份；启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聚集事件 7起，累计跟进 60次；
管理密切接触者 571人，追踪 6726人次，保证每一例密切接触
者的管理不过夜。他们为“筛查甄别—转运救治—康复出院—
隔离观察”闭环运行，落实“四早”防控措施，管好“四类人员”
（确诊、疑似、发热患者和密切接触者）等防控措施的落实奠定
了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卧龙区委、区政
府迅速行动，科学研判，全面布控。往日车
水马龙的大街小巷突然安静下来，但位于卧
龙区西南角的疾控中心却异常忙碌，区新冠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疾
控中心主任刘凯意识到，作为全区疫情防控
的主力军，疾控中心工作的成效事关全区人
民生命安全和健康。1月 20日下午，他迅速
组织中心领导班子召开战前紧急部署会议，
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成立了以他为组
长，分管副主任为副组长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和专家小组，抽调专业技术人员
组成流行病学调查、疫情信息、采样检测、消
杀、健康教育等 8 个专业组，明确现场流行
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健康教育等各项工
作职责，做到组织、场地、人员、设施“四到
位”，取消全员春节假期，举全中心之力即刻
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并强化行政值班制，
每天由一名班子成员带班，4 名科长值班，
24小时值守疫情电话，及时处置疫情、记录
并转交举报线索、回应群众诉求等。

“疫情面前，唯有前行，我们身后是近百
万的卧龙百姓。”面对朝夕相处的同事，57岁
的刘凯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身体力行，率
先垂范，始终保持“在线”状态，从城镇到乡
村，从指挥部研判会议室到医院发热门诊、
隔离病房、乡镇隔离点……到处都留有他忙
碌的身影。

疫情防控中，流行病学调查组是“侦察连”，更是“排雷兵”，他
们通过繁杂的线索排查高危人群，严加管控、紧密追踪，防止疫情
扩散；他们与患者面对面，与样本零距离。穿上隔离衣，他们是身
披战袍的勇士；脱下防护服，他们是防控疫情的“谍报”。

一旦收到疫情报告，流调人员要第一时间“全副武装”奔赴感
染科隔离病房，详细询问患者的接触史、活动轨迹，及时登记密切
接触者，深入村庄、社区，细梳密理，唯恐在流调报告中遗漏任何
一个细节。“我们成立了由 45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流调队，所
有人都能熟练准确把控流调方法和技巧，准确调查每一例患者发
病前后的流行病学史。调查到卧龙区以外患者的信息时，要及时
上报南阳市疾控中心转交其所在地。”疾控中心副主任、流行病学
调查队队长张天才坚定的语气中是防疫老兵不服输的劲头。“我
们依据防控方案要求，挤出时间及时对流调人员就密接者界定标
准、密接者管理、样品采集送检、信息管理等进行专业培训。根据
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在潜伏期传播的相关信息，我们率先把密切
接触者的时间界定为‘患者发病前5天内’、对全部密切接触者检
测核酸，为防止疫情传播再上一把锁。”

疫情面前，疾控人薪火相传的，不只是专业，还有精神。“我曾
经当过兵，现在面对疫情，我依然是一名军人，永不退缩。”51岁

的韦宛秋，是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流调队副队长，仅1月
29日一天，他就带领流调队员组织并参与了14人次流行病学调
查。每天睡眠只有4个小时的他，仍然强睁着通红的眼睛主持例
行一日的流调工作总结会，从不言累。“我不悔！”“我年轻，我先
上！”“疫情不退我不退！”年轻的疾控人这样说。

“既然选择了疾控这个职业，就要对得起‘疾控人’这三个
字。”张保国是流调队的骨干成员。1月 29日，86岁的母亲因病
去世，她用一天时间办好了母亲的丧事，次日下午就回到了工作
岗位。白天，繁忙的工作冲淡了对母亲的思念，每到夜深人静时，
每每思及母亲，她就忍不住掉眼泪。张保国的儿子曲昶玮在南阳
市疾控中心检验科工作，同样也是24小时坚守，张保国送样本的
时候，母子俩能短暂地隔“镜”相望，抗疫母子兵用他们的执着，守
护着“大家”。

在疾控中心，数字会说话。截至目前，该辖区医疗机构共报
告新冠病例 116例（其中卧龙区确诊病例 23例），流调小组共出
动 464人次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撰写《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116份、《流行病学补充报告》33份、《流行病学处置报告》24份
（含区外1份），每份病例都做到“2小时内完成网报、12小时内完
成检测、24小时内完成流调”。

责无旁贷 做流调前沿“排雷兵”2

身着防护服，背着沉重的喷雾器，第一时间
奔赴疫点，消灭环境中的病原体，疾控中心组建
了专业消杀工作队。他们是疫情防控的战斗队，
是切断新冠肺炎传播的一把利刃。

疫情防控期间，他们对公共场所开展预防性
消毒，对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家庭以及运输新
冠肺炎患者遗体的车辆、工具、火化炉周边和经
过的通道进行终末消毒。“疾控工作，就是要和病
毒打交道，我已经准备好了！”消杀工作队队员王
磊握紧了拳头，坚定道。24小时备战，接到命令
立即出发，他们从来不说苦，更不言累。

为做好全区消毒工作技术指导和督导，消杀
队员们深入乡镇（街道、景区）、村（社区）、单位进
行现场业务技术指导；配合卧龙区爱卫办对辖区
车站区域、各卡点、有确诊或疑似病例的小区（乡
村）、密切接触者家庭及周边、商场超市、公厕、垃
圾中转站、垃圾收集容器、背街小巷、集贸市场、
城中村（乡村）、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和部位的消
杀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督导；指导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等疫源地消毒工作。

疫情蔓延，物资随之告急，为了全区 94万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疾控中心在卧龙区委、区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协调下，多渠道筹措
防护用品和消毒药品，有力地保证了防控物资的
需要。疫情发生以来，通过自购、上级下拨、接收
捐 赠 等 多 渠 道 储 备 口 罩 451611 个 、防 护 服
15004套、消毒液 79933斤及护目镜、防护帽、一
次性乳胶手套等25970个（双）。

相当数量的防护物资及消毒药品，最大程度
上保证了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截
至目前，消杀工作队共指导 8141次社区（村）开
展消杀活动，出动 29052人次累计消杀 66324个
点位。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
前行。“大家夜以继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随
时待命，有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谈及疫情防控
的日日夜夜，刘凯的感动溢于言表，“冯义、刘颖、
安红波、王馨、张欣等现场流调人员工作时间常
常是早上 5点到次日凌晨；赵雪玲的孩子才 9个
月，宋丙建、李梅今年即将退休，在这个大楼里共
同抗疫的夫妻就有韦宛钰等 3对……在疫情面
前，所有疾控人从无怨言，一直坚守。”

在全区无新增本地确诊和疑似病例后，他更
是告诫中心全体职工要以慎终如始的清醒、再接
再厉的斗志，坚持 24小时疫情监测，巩固疫情防
控的阶段性成果，要拿出疾控人流调的看家本
领，继续当好“侦察兵”，做好境外返宛来宛人员
管理，严防输入性疫情；一旦出现境外输入病例
和关联病例要立即进行深入流调，排查来源，全
面掌握传播链条，坚决防范疫情的扩散和蔓延，
直至疫情防控取得最终胜利。

铁肩担道义，热血铸忠诚。卧龙区疾控人以
行动全力守护着全区群众的健康，让鲜红的党旗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疾控中心始终引领着全区
各乡镇（街道、景区）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为提高群众防控意
识，促进复工复产复学，疾控中心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广泛开展健
康教育。用好“空中+地上”阵地，打好“线下+线上”组合拳，使疫
情防控大众健康教育入眼、入耳、入脑、入心。

不足50天的时间，防控方案出台6版。为更及时、准确地传
播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做好个人防控和环境消毒，减少人员聚集，
进而有效地将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指导辖区居民养成良好的健康
习惯，卧龙区健康教育所（区疾控中心健康教育科，下同）先后组
织健教人员学习32次，其中理论学习19次、强化训练洗手、口罩
的选择和佩戴、咳嗽礼仪等健康行为12次、健康教育讲座现场演
练1次，为深入基层开展工作做好了知识和技能储备。

他们连夜设计并将宣传材料成品（电子版）放至公共邮箱、百
度网盘，供辖区内所有单位（包括医疗卫生单位）下载使用，并多
方联系，赶制宣传品，发放给各乡镇（街道、景区），迅速营造了浓
厚的宣传氛围，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防控意识。1月底，在辖区居
民刚刚出现焦虑的时刻，区健教所第一时间设计并制作了宣传
栏模版《消除恐慌 理性应对》；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真伪难辨的
时候，设计了宣传栏模版《防治结合 科学防护》。复工复产开始
之后，他们及时在公共邮箱上传了工作场所和

公共场所的新冠肺炎公众预防指南、办公场所的新冠肺炎个人防
护、公共交通工具消毒操作技术指南等供全区所有企事业单位、
个人使用；商场、超市陆续开业的时候，及时上传商场（超市）防护
指南；目前学校复学在即，他们又上传了中小学校、高等学校、幼
儿园的防控指南。

截至目前，疾控中心健康教育公共邮箱中放置宣传材料 87
条、百度网盘上放置图片和音像资料 869条，制作宣传版面 73
块、宣传横幅116条，印发《学会咳嗽礼仪 正确佩戴口罩 预防呼
吸道传染病》等折页4种 40000份；设计健康教育宣传栏模版11
块，全区共制作4000余块。

该所采取线上和线下同时督导方式，督促健康教育工作落实
到位。线上通过微信、电子邮箱收集各单位上报的工作进展；线
下，出动专业技术人员 24人次，现场指导 65次，涉及 6个街道的
12个社区和卡点，17条道路和9家商场、超市。据统计，区健教所
共收集整理了全区健康教育工作落实、整改照片3000余张；每天
收集汇总全区复工复产700余家企业近2万名员工的健康状况。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外防输
入成为重点，复工复产复学后的防控成了重点关注。雄关

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卧龙区的健康
教育仍在继续……

多策并举 做防疫宣传“引导员”4

竭尽全力
做传播途径“清道夫”

事无巨细 做疫情信息“大管家”3

5庚子年春，一场来势汹汹的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华大地蒙上

了一层阴影。在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卧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下简称疾控中心）116名“抗

疫铁军”全面落实流行病学调

查、信息收集、健康教育、消毒、

应急物资储备、人员培训、技术

指导等工作；他们舍小家，顾大

家，与时间赛跑，同疫情抗争；熬

红的眼睛是他们的“标配”，泡面

是他们最好的“年味”，同事是他

们春节团聚的“亲人”；他们 24

小时坚守，70 多天牢牢守住每

个防疫环节，为卧龙区人民群众

的健康筑起一座坚实的堡垒。

□孟向东 曾倩 陈辉 周静

流调人员在南阳医专一附院隔离病区进
行标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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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疫”地方巡礼

南阳篇

百名“铁军”战疫情 全员“负重”保平安
——卧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抗疫纪实

张天才在全区视频工作会上讲解疫情防控知识

流调人员正在撰写流调报告，处理网络
直报预警

消杀人员对火车站进行预防性消毒

刘凯在定点医院发热门诊进行现场指导

凌晨回来的流调人员在沙发上小憩

疾控中心除夕的团圆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