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全省 86万名卫

生健康工作者放弃休假，守岗备战；增设定点救治医疗机构，
扩容专家组成员；一人一策，对疑似和确诊病例应收尽治；实
行省级统筹调度、市县有序调度，集中救治危重症患者；制作
宣传科普好内容、立体传播无死角；一批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星夜兼程、驰援武汉……

几个月来，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救援、一次次夜以继日的
奋战、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全省卫生健康工作者白衣执
甲、逆行出征，为生命坚守、为使命而战。防控疫情不避艰
辛,抢救生命不遗余力，守护健康不畏艰难，他们和亿万百姓
一起守护了中原大地。

疫情初始，省委主要领导强调，要站在全面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高度，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
的态度，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遏制疫情发生蔓延。

省政府主要领导对疫情防控进行部署，强调疫情防控务
必做到“十个坚决到位”。各级各部门要充分估计困难形势，
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担当。

河南各级卫生健康系统扎实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各项部
署，提高政治站位、提升思想认识，把疫情防控斗争作为对党
员干部队伍建设水平实打实的考验，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
大事和最重要工作，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
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凡事预则立。早在 1月中旬，疫情在武汉越发严重之

时，我省已经着手准备应对之策，省卫生健康委已经开始进
行相关防控工作部署；

1月21日，我省确定首例确诊病人；
1月 23日，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发出疫

情发生后第一道指令：“紧急摸排，守牢第一道防线。”
1月25日，河南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随后，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在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领导下

闻令而动，积极参与全省联防联控。通过紧盯重点人群，迅速
统计报送，落实“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措施，守牢
守好疫情传播的第一道防线。其间，一封《致武汉返豫老乡、
武汉来豫同胞的公开信》通过媒体快速传播，飞往城市角落，
响彻田间地头。

各地卫生健康部门既是战“疫”尖兵，又是防守堡垒。
郑州市卫健系统全员出击，在车站、在医院、在社区、在高

速路口，依托精准大数据为核心建立高效公共卫生防治体系，
实现抗击疫情标准化、数据化、专业化。信阳市城乡社区、街
头巷尾、田间地头、交通路口、商场超市等，爱心志愿者手持小
喇叭温馨提示，他们还上门入户宣传、登记，协助排查。在南
阳市农村，一个个乡村大喇叭、车载中喇叭、手持小喇叭，成为
基层干部手中的防疫“利器”。在唐河县苍台镇，村里不但天
天用大喇叭普及防范疫情常识，还开展了心贴心的“代购”服
务。西峡县用方言录制成音频资料，创作编排群众通俗易懂
的说唱、快板、“三句半”、歌曲等进行防控科普，让广大群众听
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我省千万名乡村医生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挨家挨户排查
外地返回人员、宣讲防控知识、指导家庭消毒、管理居家隔离
人员，牢牢把好疫情防控的基层防线。其间，平顶山郏县冢头
镇北街村党支部委员、村医姚留记，长葛市董村镇新王庄村村
医王土成，坚守岗位、连续鏖战，倒在了疫情防控第一线。

精准防控，专业发力
疫情防控工作千头万绪，该从哪里抓起？省卫生健康委

打出“精准防控、专业发力”的组合拳。
省卫生健康委先后下发8条指导意见，为不同阶段的精准

防控提供具体指导：要求适时调整方案，开展人员培训；强化疫
情分析，提供决策依据；及时核酸检测，“清零”疑似病例；严格
排查管理，有效阻断传播；及时查漏补缺，织密防控网络；同时，
还要及时选派精兵强将，支援武汉进行疫情防控；开展宣传教
育，引导科学防控；依法精准防控，全面推动复工复产。

因时施策，精准发力。作为流行病调查的前哨机构，河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早在 2019年 12月 31日就将内部应
急等级从值守状态转入警戒状态；2020年 1月 17日提升为
响应状态，并启动Ⅱ级响应；1月25日，提升为Ⅰ级响应。

截至 6 月 10 日，全省各级疾控机构进行疫源地消毒
2356次，预防性消毒6040次；截至目前，各级疾控机构共对
新冠病毒感染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和其他特殊人群开展检
测 253459人次，确诊病例 1273例，为患者的及时诊断和治
疗提供了实验室依据。

3月 7日，河南省疾控中心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通过细
胞培养，成为全国少数几个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的
省份之一，意义重大。

抓细抓小，导虚向实
关口前移，抢占先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卫生

健康委下发一系列文件，从省级层面明确了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预检分诊、发热门诊设置及工作流程，明确疑似病例和确
诊病例转运工作等要求,对确诊病例救治管理和医疗机构普
通病区管理作出明文规定。一道道指令，扎紧了防控网络，
最大限度防范疫情传播和医源性感染。

既要政策落实“抓细抓小”，还要及时引导科普宣传“由
虚化实”。

疫情发生初期，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不少群众听信谣言、
心里恐慌，“如何科学地做好疫情防护”成为摆在千家万户面前

的第一大问题。省卫生健康委迅速整理拿出一系列核心科普
信息，连续制作了疫情防控相关短视频251部、宣传画105幅、
宣传展板70块、文艺作品26部及文稿、音频等六大类贴近群众
生活实际的科普作品，让城乡居民“科学防疫”有了可行办法。
利用气象应急平台、中国移动10086等短信平台、新媒体平台
等发布防疫知识，播发公益短视频，仅抖音、快手、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平台累计服务8.6亿人次，用信息公开与疫情进行

“虚空搏斗”，稳定全省1亿人民情绪，坚定战胜疫情信心。
医护百战穿银甲，荡涤疫魔乾坤清。3月19日，河南省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由Ⅰ级调整为Ⅱ级。3月 26
日，全省174个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均调整为Ⅲ类区域。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激发了全省人民众志成城、齐心
协力共抗疫情的昂扬斗志。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迅速
响应、周密部署，科学调度、精准施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患者，决不放弃每一个生命。

医护作先锋，骁骁向死神
1月 19日，人们还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悦之中。

“做好接诊新冠肺炎病人准备。”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
医学科工作群内的一条通知，让医院的每一个人都绷紧了神经。

当晚 11时 40分，患者王某由转运仓送达，问诊、听诊、
生命体征监测，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1月 21日，经过核酸
病毒检测结果上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王某为河南省首
例新冠肺炎患者。”

随后，新增确诊患者 4例，23例，51例……全省新增确
诊病例数量不断攀升，各地疫情不断升级。

1月 25日，河南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全面打响。规范医院发热门诊，确
定定点救治医院，组建最强专家团队，制订中医药救治方案，
建设远程会诊系统……省卫生健康委频频出招，制定出抗击
疫情的“最强攻略”。

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首例确诊患者王某的治疗方案
越来越完善，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中西医结合等多管齐
下。1月28日，入院9天后，王某治愈出院。

第 1例，第 2例，第 3例……陆续有患者走出隔离病房，
治愈出院，鼓舞着所有人抗击疫情的信心。

危重症患者救治是全省疫情防控工作必须啃下的“硬骨
头”。“只有减存量，才能给防增量以信心。”阚全程当机立断，

“以精锐之师出击，确保所有病例应收尽治。”
随即，河南全面升级救治体系，将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增

设至147所，省市县三级专家组成员由37名逐步扩容至816
名。“这是考验河南救治能力和救治技术的关键时刻。市县
级医疗机构对危重症患者救治能力有限，要及时调整策略，
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将省级专家分组下沉到一线，以点带
面，力求在实战中带动提升基层战斗力。”阚全程进一步对救
治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2月 3日，省卫生健康委下发通知，紧急派驻 13支省级
医疗救治专家组下沉到全省 17个省辖市，深入指导当地危
重症患者救治，提升患者治愈率。

“我申请去信阳，守好河南的‘南大门’！”省医疗救治专
家组组长、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危重症学科主任张
国俊立下“军令状”，立赴疫情较重的信阳市，在病例确诊、重
症救治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省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任张晓菊率队进驻南阳，协助当地成功救治 98
岁的超高龄新冠肺炎患者朱保玉，也是当时全国治愈最高龄
的新冠肺炎患者。

78岁的国医大师唐祖宣，在邓州带领学生研究制订新

冠肺炎中药预防处方，并组织邓州市中医院熬制中药汤剂，
一个月内发放近百万袋。

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肿瘤
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等省内各大医院也纷纷行动起来，前
往全省各地，驰援前线，合力向疫情发起猛攻。

调度有“治”序，“上转”控传疫
2月 18日晚上 9时，三台负压救护车刺破夜幕，从漯河、

周口、驻马店直奔郑州，全省重症、危重症患者的“两上转”工
作正式启动。

随后，全省统一调配负压救护车，各地共 69名重症、危
重症病人全部及时“上转”至郑大一附院和河南省人民医
院。病人“转上来”，救治条件坚决不打折扣，两家医院都集
中最强的技术力量，配备最先进的硬件设备，抽调最优秀的
医护人员，倾尽全力挽救生命。

“两上转”的基础是“两调度”。省级调度是由省级指挥
部办公室医疗救治组对全省情况进行研判评估，调度不同
学科专家，调整治疗方案，一人一策提高救治精度；市县
有序调度，则是实施省级指导组驻市指导、省级专家组包
市救治、省直医疗单位对口帮扶市县措施，其中省专家组
每天梳理排查市县住院病人，适时调整救治方案，并防止
轻症转为重症。

“‘两调度’‘两上转’创新战略的实施，使各路救治力量
枕戈待旦，各司其职，河南各地得以有序、有力、有法与疫魔
展开生命争夺战，使患者分级分类，精准救治，有效提高了我
省确诊患者的治愈率，降低病死率。”阚全程说。

中医显奇效，科技强支撑
中药汤剂、中成药、针灸、穴位贴敷、八段锦……实践证

明，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救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河南作为中医药大省，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让中医药

贯穿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全过程；通过建立中西医协同机制，
早动员、早部署、早介入，第一时间提出预防方案，全面贯彻
中西医结合治疗，及时阻断轻症变成重症、重症变成危重症，
切实提高治愈率。

河南组建了国医大师张磊、全国名中医毛德西及岐黄学者
李建生、李素云等23人组成的省级专家团队，省辖市级中医救治
专家达291名。全省派出的13组医疗救治技术指导专家组中，
每组均有中医专家全程参与指导，中药参与医疗率达99.14%。

戴女士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被确诊重症新
冠肺炎。中医专家李素云通过仔细问诊，在经典方剂“三仁
汤”的基础上，根据患者病情变化随时调整配方、药量，贯彻
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病人很快痊愈出院。

除了中医药的防疫“特效”，科技手段也为战“疫”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2月 5日，被称为郑州版小汤山医院的“郑州岐伯山医
院”建成交付。医院充分借助AI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患者
从建档、诊疗到康复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其中人工智能分
析CT影像结果准确率达96%，大幅提升了医院对新冠肺炎
的诊断效率。

远程设备拉近了专家与患者的距离。郑大一附院呼吸
科危重症学科，年逾古稀的主任医师张庆宪坐镇指挥，他盯
着远程会诊系统终端显示器，根据定点医院推送的会诊实况
及疑难患者影像资料，不断抽丝剥茧识别病毒“伪装”迷障，
带领医疗团队直达诊断核心。

在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大楼内的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内，一面智慧屏显墙每日分分秒秒动态呈现着河南
各省辖市的战“疫”战报。

投入1000多万元打造的河南省新冠肺炎远程会商系统也设
在这里，将所有定点救治医院纳入，打通隔离病房会诊“最后一公
里”，让所有基层患者通过远程会诊都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救治。

“长江啊长江，我是黄河……再苦再难，一起顶着，我们
的河床，是伟大的祖国。”1月 28日，一首《长江！长江！我
是黄河！》迅速走红网络。

疫情严峻，武汉告急，自大年初二开始，河南先后派出
15批医疗队、1281名白衣战士，带着省委、省政府的殷殷嘱
托，带着家乡一亿人民的深情厚谊，“逆行”武汉，与病魔展
开殊死搏斗。

两个多月，在病房，在重症监护室，在方舱医院，在转运
急救车上，在大街小巷的流调现场，他们逆行而上，为生命而
战，留下了河南勇士绚丽绽放的身影。

出征，伴着柔情与使命
时间就是生命。第一批医疗队 137人，6个小时集结完

毕；第四批81名医护人员，得令在深夜，出征在清晨；第五批
医疗队，300名队员来自全省 49所医院；此后，每批医疗队
提前筹建待命，接到通知立即出征……每一次火速集结的背

后，是一份份驰援前线的炽热情怀，是一封封按满红手印的
请战书，是一个个瞒着家人的善意谎言，是一场场感人至深
的离别。

不是同袍情深，谁肯远赴生死？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出征仪
式上，护士王月华的爱人哭着喊出“王月华，我爱你”，戳中无数
人的泪点；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90后护士刘光耀、乔冰是一
对儿情侣，原计划春节期间订婚，但面对疫情，两人相约，“战胜
疫情再订婚，携手奔一线”；濮阳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王海
明瞒着临产妻子报名，出征第2天儿子即降生……

若有战，召必至，战必胜！15批共 1281名黄河儿女迎
难而上，义无反顾奔向抗击疫情最前线！

奋战，承载生命与希望
河南医疗队是首批进驻武汉方舱医院的医疗队，也是涉及

医院最广、队员最多的团队，全程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患。
“最快速度集结、最快速度入舱、最早使用中西医结合方

案治疗、最严纪律管控。”河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第五批医疗
队队长陈传亮用四个“最”，生动总结了河南医疗队的“军
魂”。目前，经随访，河南医疗队治疗出院患者无一例“返阳”。

疗效，来自河南医护人员舍命的拼搏与付出。
河南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医疗组组长、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周正带领团队在治疗中致力于建立
炎症风暴预警系统，前移治疗关口，预防炎症风暴出现，降低
死亡率，成功挽救多名重症患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来了，就要拼命!正是抱着这样的
信念，我省首批支援湖北的 137名医疗队员于大年初二出
发，在病毒最为肆虐的时候“逆行”武汉，队伍里甚至有医疗
队员还向家人交代了“后事”。投入武汉战“疫”之后，医疗队
第一时间成立了临时党总支，并选出27名党员组建“党员攻
坚队”，队员们在防护服上用红色字体清晰地标识出“姓名、
有事找党员、五角星”等字样，做到亮身份、树形象、做表率。

据统计，河南支援湖北医疗队累计收治患者2128人，治
愈出院 1464人。急救转运队累计转运患者 1939人。影像
技师医疗队累计CT检查患者 1712人次。心理援助医疗队
进行心理查房 354人次，自编自印累计发放 420册《心理自
助》小册子。防疫队累计完成 325例病例报告，完成 622例
密切接触者排查。实现了医务人员“0”感染、患者“0”死亡、
治愈患者“0”回头、安全运行“0”事故。

凯旋，感动与光荣永不忘
在每天的新闻中，我们记住了他们脸上深深的口罩压

痕，记住了“铠甲”上“我是党员”的醒目签名，记住了绚丽绽
放的青春背影，记住了方舱医院里亲手为患者制作的千纸
鹤。等待他们的，自然是警车开道，鲜花盈怀，人民称颂，载
入史册……

“你们用最美逆行定格了国家记忆，用英勇无畏展现了
医者仁心，用辛勤汗水延续了豫鄂浓浓深情，用刚健有为诠
释了黄河文化精神，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好儿女，是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敬佑者，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是‘我的同
乡英雄’！”

3月 20日晚，一封《给支援湖北武汉的河南医疗队队员
的慰问信》瞬间刷屏，信件结尾署名省委主要领导、省政府主
要领导、省政协主要领导。

细读信件，泪眼模糊。是的，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
不过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逆行湖北的医疗队，是“我的同
乡英雄”，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
候，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在寒风凛冽中，从黄河岸
边奔赴抗疫前线，与武汉人民一道，同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

在后方，老家河南是他们坚强的后盾。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副院长赵松带领医疗队在武汉方舱医院奋战时，父亲
不幸去世，他强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毅然继续投入战斗
中。然而，老人走得并不孤单，后方的医院领导和同事，为老
人送行、替赵松尽孝，让前方的他安心不少。

早在 2 月 10 日，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就
印发通知，要求全力做好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关爱保障
工作，解除所有一线医护人员后顾之忧。对于即将返回的
英雄，河南对支援湖北医疗队集中医学观察相关事宜进行
了统一安排，要求切实保障医务人员权益，全力维护医务
人员健康，最大限度降低医务人员医学观察期间交叉感染
风险。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如今，所
有的医疗队队员都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回到家人的身边，
新的征程在等待他们。

4月 11日，在疫情渐渐散去的明媚春日里，9000多名党
员医务工作者以电视电话形式收听收看了全省卫生健康大
会，会议充分肯定了我省抗击疫情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全
面总结了宝贵的抗疫经验，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抗疫精
神，并为我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擘画了蓝图。

“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全面落实大会精神，以这次历史
性大考为契机，把抗击疫情所凝聚起的强大正能量，转化为
深入推进健康中原建设的持久动力，把人民健康书写在河南
高质量发展的旗帜上。”阚全程说。

左右齐心者强，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我们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这场战
“疫”中凝聚起来的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前进动力，任何困难都压不垮我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一定会更加坚定，新时代黄河大合
唱的强音一定会响彻中原大地。

跨越寒冬，迎来暖春，拥抱阳光，灿烂盛夏。历经磨难的
一亿河南人民，饱含着对党和国家的悠悠深情，饱含着对卫
生健康战士们的满满敬意，大步走向更加绚丽的明天！

（王平 曹萍 时岩 李季 文晓欢）

第一章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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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落实全省卫生健康大会精神 持续推动抗疫走深走实

中原战“疫”敏于行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纪实

河南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宣誓

远程会诊指导帮助基层救治

第二章

为了1276名患者的生命健康

第三章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河南省疾控中心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疫情期间，河南先后派出15批、1281名医疗队员驰援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