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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庚子之交，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肆意横行。随着全国各地相

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

响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全面打

响。

在鹤壁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作为疫情防控主力军的鹤壁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靠

前指挥，全面安排部署，加强疫情研

判，突出防治重点，紧盯关键环节，按

照“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和“集中患者、集中资源、集中专家、

集中收治”的原则，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实现了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双清

零、确诊病例零死亡及100%治愈出

院、医务工作者零感染的战果，疫情

防控形势呈现积极向好态势。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鹤壁市卫生

健康委努力提升医疗救治实效，坚持

医学调查、执法调查、执纪调查“三调

合一”的流行病学调查方式，中西医

协同诊疗率100%等经验做法，多次

受到上级部门表扬。同时，全市涌现

出一大批“以生命赴使命”的一线医

务工作者，1339名医护人员积极响

应、主动请缨驰援武汉，鹤壁市第三

人民医院叶鹏、鹤壁市疾控中心王瑞

兴因工作突出被火线提拔，鹤壁市卫

健委卫生应急办公室被表彰为全省

优秀公务员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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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疫情勇担当 筑牢防线守健康
——鹤壁市卫健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纪实

□郭戈 蒋晓芳 王雁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鹤壁市卫健委坚持把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闻
令而动，向险而行，带领市、县、乡、村广大
干部职工和医务工作者全力投入疫情防
控工作，充分发挥战“疫”主力军作用。

自武汉发现多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后，鹤壁市卫健委提前启动防控筹备工
作——1 月 18 日起，要求全市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就发热门诊患者情况实行零报
告和日报告制度，确保各类信息、各项数
据上报及时、准确、全面；1月 20日，向市

委常委会做专题汇报，并第一时间下发
通知，要求全市近万名卫健系统工作者
取消春节休假、全员上岗，24小时应急值
守；1月 21 日，制定印发《鹤壁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试行）的通知》，迅速成立疫情防控“一
办七组”，明确细化职责分工，确保机构
健全、体系完备、政令畅通，积极为市委、
市政府当好参谋助手。

在这场战斗中，鹤壁市卫健委领导
班子成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时刻
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抓具体、抓落实，及

时发声指导、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措
施，共召开党组会议 10次、工作会议 27
次、培训会议 20 次、疫情分析研判会议
25次。同时，每天召开疫情防控救治工
作日商会，通报工作进展、分析研判和协
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在全系统发
出《致鹤壁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健康
工作者的一封信》《致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倡议书》，号召
系统干部职工、医务工作者时刻把疫情
防控工作任务拿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实
在行动上，凝聚起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

为早日赢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
面胜利，鹤壁市卫健系统不断探索新模
式、新办法，按照“四早”原则，严格落
实重点防控措施，从源头遏制疫情扩
散。

作为源头性、基础性工作，流行病学
调查的成效直接关系到疫情防控的成
败。在战“疫”一线，流行病学调查员犹如
侦察兵，详细追踪、调查每个病例的行程，
一个病例的询问快则三四个小时，慢则持
续好几天。

争分夺秒是为了和病毒扩散抢时
间。为帮助流行病学调查员尽快找到病
例传染源、摸清传播链，鹤壁市卫健委创
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协调
公安、三大通信运营商配合县区疾控中心
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运用大数据分
析，坚持“三调合一”，及时锁定被流调人
的活动轨迹，掌握密切接触人员信息，进

而采取针对性措施切断传播途径，从源头
扼住病毒的“咽喉”。

根据鹤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关于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有关事项
的通告》要求，该市新增新冠肺炎无症状
感染者、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
者及确诊病例经治疗痊愈出院者，一律
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为有效缓解
疫情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的心理压力，
最大程度避免由于隔离条件有限、防护
观察不专业造成的交叉感染和不必要
恐慌，全市共配置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12个，每个集中隔离点均设有专门的工
作人员通道、隔离对象通道、物资专用
通道。

长时间居家隔离难免心情惶恐、焦躁
不安，如何帮助群众开展自我心理调节?
如何帮助患者提振情绪，帮助一线战“疫”
人员疏导心理压力？抗击疫情防控阻击

战打响后，鹤壁市卫健委第一时间启动了
心理干预应急预案，成立由市县两级 44
名心理专家组成的鹤壁市疫情紧急心理
危机干预队伍，累计为市民、患者和一线
医务工作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3315 人
次，努力提供心理援助、缓解心理压力。
同时，坚持做到信息公开，建立向社会公
布疫情信息制度，定人、定时、定口径，及
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加强防疫知识宣
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疫情发生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统一
部署下，我们先后出台、转发多个指导性
文件，规范了发热门诊预检分诊设置、病
人的运转、流行病学调查、医疗废物处置、
集中或居家隔离、公共场所防控等8个工
作流程，有力提升了疫情应对处置科学
化、规范化水平，为全市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赢得了主动。”鹤壁市卫健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陈怀礼说。

很多人都没想到，这场疫情会成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自愿报名，申请加入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队伍，不计报酬、不论生死，我是
党员，请优先考虑我！”

“面对疫情，作为一名有着16年党龄
的共产党员，我必须冲锋在前，为抗击疫
情作出贡献！”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是我
们的天职，急诊科全体医护人员要求请战！”

…………
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形势，全市数千

名医务工作者主动请缨，第一时间递交请
战书，经验丰富的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感
染科护士长高利就是其中之一。

“妈妈要去打‘怪兽’了，把它们消灭
完就回来！”在抗击疫情过程中，高利毅然

“丢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主动加入医院抗
击疫情的第一梯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高利自投入战
“疫”一线工作后，从协调筹备物资和人
员、整理培训资料，到组织全科医护人员
培训、规范修订疫情防治各项工作流程，
经常忙碌到深夜才能与家人联系。

“那段时间我从不敢主动给家里打电

话，最怕听到儿子喊妈妈。家人知道我工
作忙，白天不敢打扰，偶尔会在晚上11点
后打电话过来，确定我还好好的……”回
忆起那段在隔离病区工作的日子，高利仍
对家人心怀愧疚。但作为一名护理人员，
她时刻牢记守护人民健康的使命；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她必须要求自己站在一线，
遇到疫情冲锋在前。

之所以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替你
负重前行。疫情防控期间，除了广大医护
工作者奔赴在救治一线，还有来自鹤壁市
疾控机构卫生检疫检测中心这样一群人，
在距离新冠肺炎病毒最近的检测一线顽
强战斗着。

据悉，鹤壁市疾控中心 PCR（基因扩
增）实验室是该市唯一可开展新冠肺炎病
例样本检测的实验室，全市4个定点医疗
机构采集的疑似病例样本都要送到这里
进行检测。疫情发生以来，为确保疑似病
例样本及时得到检测，卫生检疫检测中心
副主任王瑞兴24小时坚守岗位。任务繁
重时，他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成人尿
不湿在负压实验室工作 4至 8个小时、每
天仅休息两三个小时已成为常态。

2月 26日，省委组织部印发《关于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共

产党员进行表扬的通报》，对在疫情防控
中表现突出的第一批30名共产党员通报
表扬，王瑞兴光荣上榜。

大事难事看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
高利、王瑞兴是鹤壁市卫健系统党员干部
面对疫情勇于担当的缩影。在接到上级
部门关于组建河南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通
知后，全市医务工作者主动请缨，不到 3
小时就成立了包括5名医生、10名护士在
内的鹤壁医疗队，充分彰显了广大鹤壁医
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据统计，疫情期间鹤壁市卫健系统共
成立临时党支部 8个、党员先锋队 50支，
8名支援湖北的医务工作者火线入党，基
层干部带头递交请战书 1647份、入党申
请书186份。除王瑞兴外，鹤壁市第三人
民医院党总支、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史保生、鹤壁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
师王新国也先后被省委组织部通报表扬。

鹤壁市卫健委领导班子成员召开疫情防控救
治工作日商会，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形势 冯志勇 摄

鹤壁市疾控中心卫生检疫检测中心工作人
员加班加点检测疑似病例样本 鲁宏凯 摄

闻令而动 赢得战“疫”主动权

严防严控 筑牢防“疫”安全线

守土有责 奋起抗“疫”勇冲锋

医者仁心
精心救治战“疫魔”

“患者产后4个月感染疫毒，属正气不足，易于
传变，出现重症。不宜产后苦寒温燥，去厚朴、槟
榔、贯众，加丝瓜络 15 克、西洋参 15 克、瓜蒌 15
克，请各位专家指正。”2月 26日，鹤壁市第三人民
医院主治中医师杨小军进入隔离病房为确诊患者
察舌把脉后，随即将诊疗意见发至工作微信群内。

收到信息后，鹤壁市新冠肺炎中西医医疗救
治专家组立即展开会诊。通过分析患者的证候特
点、舌脉情况及影像资料，专家组进一步调整完善
了治疗方案和中药饮片处方。

类似的专家会诊场景，疫情期间每天都在“上
演”。数据显示，在全部治愈出院的鹤壁市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中，中医药协同诊疗率、中医辨证施治
使用中药汤剂治疗率均达100%。

疫情发生以来，鹤壁市卫健委紧盯“全力救治
确诊病人”这一目标，落实预检分诊、首诊医师负
责 2项制度，强化救治、物资、后勤 3项保障，第一
时间成立疾病防控及检测、中医、西医医疗救治、
重症等 4个专家组，为全市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工
作做好技术支撑；确定鹤壁市人民医院、鹤壁市第
三人民医院、浚县人民医院、淇县人民医院 4家医
院为新冠肺炎诊疗定点医院，鹤壁煤业集团总医
院为后备医院，共设置隔离病床175张用于集中收
治，统筹调配全市医疗资源。

“我市确诊患者年龄最小的 17岁、最大的 88
岁。针对每一名确诊病例，我们都成立了由1名呼
吸科专家、1名传染科专家、1名中医专家和1名重
症室护士组成的多学科专家救治小组，‘一人一
策’建立治疗、中医、护理、饮食营养4套方案，并结
合实际适度调整，提升治疗效果。”鹤壁市卫健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涛介绍，这次“疫”考为中西医
结合带来了相加、相融、并肩作战的难得机遇，与
单纯使用中药或西药相比，中西医结合在较快改
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减少轻症向重症发展
等方面效果显著。

经历了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数十个日日
夜夜，鹤壁市19例确诊患者在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精
心救治下全部治愈出院，全市现无疑似病例和境外
输入病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效。

“全市卫健系统广大医务工作者弘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精神，开启‘五
加二’‘白加黑’工作模式，坚定信心、携手共进，时
刻保持战时状态，在全系统形成了市县卫生健康部
门牵头主抓、疾控部门具体负责、医疗机构预防救
治、乡镇卫生院（服务中心）、社区（村）卫生室联防
联控的工作格局，做到了疫情防控组织体系严密高
效、工作部署紧锣密鼓、上下贯通有序推进，全力以
赴为全市人民身体健康保驾护航。”鹤壁市卫健委
党组书记、主任杨明辉说。

“日前召开的全省卫生健康大会指出，这场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既是一个大战场，也是一个大
课堂，每个人既受到了教育，又得到了磨炼。当前，鹤
壁市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但要慎
终如始，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省、市安排部署上来，做到防控策略更加明
晰、防控机制更加健全、防控措施更加精准，聚焦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真正构筑起疫
情防控的铜墙铁壁。”鹤壁市副市长常英敏表示。

3月30日，鹤壁市支援湖北的15名医务工作者平安凯旋 张志嵩 摄

鹤壁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在鹤壁市
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会诊 徐盼盼 摄

中共鹤壁市人民医院委员会隔离病区临时党
支部举办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王林 摄

鹤壁市卫健委工作人员深入卡点督导疫情防
控工作 冯志勇 摄

中原战中原战““疫疫””地方巡礼地方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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