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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军福

8月14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十二场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疫情最新进展情况：8月13日，郑州市无新增确诊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原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2例，自本轮疫情
发生以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8例，暂无无症状感染者。

发布会上，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介绍，截至8月
13 日 24 时，郑州市重点人群第二轮核酸检测累计采样
642552人，检测631920人，尚未检出异常结果。

截至 8月 13日 24时，郑州市累计追踪排查密接 2540
人、次密接 8165人；集中隔离密接、次密接和高风险人群
21970人，居家隔离33018人。

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色后，该如何应对？郑州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社会管控部新闻发言人张琳琳介绍，市民应第一时
间联系本人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备，并根据社区工作
人员提示提供参与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个人身份
证明、国家行程码轨迹查询结果和个人承诺书等相关材料，社
区工作人员会根据情况，进一步评估研判，对确有风险的人员
维持不变，落实相应的管控措施；对经过研判以后，确实没有
风险的人员，由社区管理员进行改码操作，调整为绿码。

在提供改码服务的同时，为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
三种情况暂时不予改码处理：一是尚处于中高风险区域、封
闭区和封控区的居民；二是已经纳入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和
健康监测尚未解除的居民；三是已完成第一、第二轮核酸检
测但未完成第三轮核酸检测的居民。③8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医护人员走进校园，大学生不出校
门完成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全程参与专
业指导，助力学校做好疫情防控迎接秋
季复学……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携手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共同守护校园安全。

校院结缘，是在 2019 年 8 月 1
日。那一天，双方签约成立河南经贸
职业学院门诊，作为该校大学生基本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金水区总医院投入人力
物力，助力学校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只要师生需要，我们一直都在。”金水
区总医院姚桥卫生院院长侯自南说。

贴心服务进校园

8月2日、5日、8日，郑州市金水区
总医院的医护人员走进河南经贸职业学
院，为在校师生、家属、临时务工人员进
行了三轮核酸检测，共检测3789人次。

早在今年 5月，金水区总医院就
抽调60多名医务人员，陆续完成全校
师生共计 2.9万余人次的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如期实现适龄人员“应接尽
接”“应接快接”目标。

“秋季学期开学后，针对 2021级
学生和第一轮未接种人员，我们还要
展开新一轮疫苗接种。”侯自南说。

开学前，金水区总医院将再次对
全体教职工，以及食堂、宿管、门卫等
后勤保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确保校
园安全。

疫情防控做到位

“卫生间垃圾消杀，84消毒液的配
比是1000∶1”“课桌椅、门把手、电脑等
要用75%的酒精擦拭消毒”……金水区
总医院的医护人员热情地给河南经贸
职业学院的后勤人员讲解消杀知识。

离秋季学期开学越来越近，医院通过建立师生员工健
康档案，全面摸排师生旅居史和身体健康状况，并细化疫情
报告与处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流程。

“在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的保驾护航下，我们学校的防控
举措更得力，防控内容更精准，防控效果更显著，校园安全防线
筑得更细更密更牢了。”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姚勇说。

线上线下同服务

“重要提醒：仅仅戴口罩防不住新冠病毒！”“能不动则
不动，动则重防护。”……将疫情防控知识第一时间转发到
经贸健康教育群，已经成了侯自南他们的习惯。

金水区总医院利用网络直播、微信群等推送健康科普
知识，线上授课普及疫情防控相关政策、知识，还在学校开
设健康大讲堂，为师生举办技能培训，已有 30名学生取得
郑州市急救中心颁发的急救志愿者证书。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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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医伉俪 战“疫”情深

疫情下商家拼“云上七夕”

冷了实体店 火了直播间

商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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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

扫码看更多

无关浪漫，却最为深情
——郑州抗疫夫妻“七夕”群像

来自抗疫一线的“求婚书”

全家总动员 别样七夕节

□本报记者 杨凌 王延辉 何可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刘克

这是一个特殊的“七夕”。由于疫情
来袭，许多夫妻没有相互陪伴，而是义无
反顾奋战在防疫一线。

他和她，奔赴不同“战场”，但又有着
同样的坚守；她和他，舍小家为大家，筑起
坚固的生命防线。

此时，无关浪漫，却最为深情。

同心相知：“因为是同行，所
以更理解支持”

8月14日零时，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检
验科医生齐林穿上厚厚防护服，踏进他的

“战场”——PCR实验室。“特别是前一段，每
天有几万个核酸检测样本，时间紧、任务重，
人被样本赶着走。”疫情发生后，齐林时常

“泡”在实验室，与每一个样本“死磕”。
而他的妻子，同在一个医院的高压氧

舱护理负责人刘永芳主动请战，最早一批
参与二七区核酸采样，支援郑州市第六人
民医院开展医疗救治，如今仍奋战在疫情
防控最前沿。

“结婚 17年了，因为是同行，所以能
更加理解支持对方。”齐林说。

白衣为甲、逆行出征，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疫”中，有太多医护夫妻用生命护
佑生命。

“彭先生可内向，心里有，不好意思说
太多。今天早上还专门跟我提了句‘七夕
快乐’。”14日下午，王晓娜在医院不停奔
忙。王晓娜口中的“彭先生”是对丈夫的
昵称。“彭先生”叫彭栋梁，是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手术室医生；王晓娜则

是这所医院的护理部副主任。
在郑州市全员核酸检测中，彭栋梁和

王晓娜分赴一线不同岗位。“疫情当前，岗
位职责重千钧，相互守望，加油鼓劲，这就
是最好的七夕。”王晓娜深有感触地说。

在这场战“疫”中，年轻的医护夫妻也
纷纷参战。“咱俩既是伴侣也是‘战友’，等
疫情结束，陪你好好补过七夕。”巩义市人
民医院的逯盟和妻子杨利丽结婚不到一
年，小两口一直奋战在核酸检测和疫情防
控一线。“恰逢七夕，我们都变身‘大白’，
并肩携手作战也是另一种浪漫。”新郑市
公立人民医院的杜健坤、赵飒培夫妇说。

并肩战斗：“战胜疫情，才是
最想要的礼物”

14日一大早，中牟县东风路街道红宇
社区党支部书记冉馨就来到社区，这里常
住人口 2.6万，是典型的老旧小区。31个
疫情防控卡口，冉馨每天都需要巡查一两
遍。冉馨的丈夫张凯在郑州航空港区建
设局工作，自从 8月 6日被抽调到隔离酒
店负责次密接人员的转接及信息录入工
作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14日中午，冉馨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一
张照片。图片中，她怀抱一束玫瑰露出甜
蜜笑容。那是张凯专门订的花，让快递员
送到了她值守的卡口。

斗罢洪涝又战“疫”。一个个基层党
员干部像钉子一样钉在岗位上，筑牢一道
道严密防线。

“请扫码、请测温。”14日下午，郑州市
城北路凌云路附近卡点上，管城回族区城
东路街道商城东里社区党委书记楚征忙完
核酸检测准备工作后，又回到卡点值守。

“每天睡三四个小时，事儿一个接一
个。”她说。商城东里社区有20个楼院，其
中18个无主管。卡点值守、核酸检测、生活
保障、转运人员……各种忙是常态，5岁半
的女儿和2岁半的儿子只能由老人照看。

“我这边还好，估计他更是忙得脚不
沾地。”楚征的丈夫靳鹏是二七区福华街
街道新圃东街社区党委书记，处在封控
区。从“7·20”暴雨袭郑开始，楚征和丈夫
就没见过面。靳鹏的手机掉进洪水中丢
失，楚征心细，这次买了新手机托人捎给
丈夫，“算送他的七夕礼物吧。”

同样并肩战斗在一线的，还有中牟县韩
寺镇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朱超亚。自7月
20日韩寺镇遭遇严重洪水灾情之后，朱超
亚就进入了超负荷工作模式，“灾情叠加疫
情，工作任务特别重，大家都吃住在镇里。”

作为中牟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朱
超亚的妻子马珂珂也同样忙碌，被抽调参
与全员核酸检测时甚至顾不上吃饭。“去
年过七夕，超亚给我买了一套护肤品当礼
物，晚上还去吃了小火锅。”回忆起当时场
景，马珂珂露出幸福笑容，“今天他给我发
了个大红包。”

与时间赛跑，与疫情战斗。往年七
夕，邢军凤和丈夫衡培深都会支开孩子甜
蜜地来场约会。邢军凤是金水区未来路
街道金林社区党支部书记，衡培深是中牟
县刁家乡小王庄村驻村干部，“谁还顾上
七夕，都忙得团团转，苦点累点就是为了
让千家万户都过好下一个节日。”

深情告白：“期待你在秋日
暖阳里平安归来”

“每一寸土，都有人奔赴。每一寸天，

都以生命来守护。我的爱人，期待你在秋
日的暖阳里回家！期待千万个你们都回
家！”8月 14日，奋战在隔离病区的李丹收
到了郭强发来的家书，丈夫以诗传情，令
她十分感动。

郭强是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刑
侦大队民警，李丹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医生，疫情来袭，夫妻二人
又一次并肩站在了疫情防控第一线。8
月 3 日，得知要抽调医务人员前去郑州
六院支援，李丹主动请缨。与此同时，
作为刑侦民警的郭强参与的是流调工
作。

与郭强、李丹一样，同为警医夫妻的
张海涛、赵巧燕夫妇也在并肩奋战。

七夕当晚，执勤换岗后，郑州市公
安局经开分局民警张海涛终于有时间
与支援郑州六院的护士妻子赵巧燕视
频通话，这是二人分别十几天来的第二
次。

疫情发生以来，张海涛和同事们进入
一级勤务模式，全员在岗，巡逻防控、核酸
检测、流调溯源。而赵巧燕带领 20多名
护士，在一个封闭病区负责护理 60多名
病人。战“疫”夫妻档，“隔空”也恩爱。隔
着手机屏幕，看着妻子脸上清晰可见的口
罩勒痕，张海涛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
绪：“老婆，我爱你！等着你平安归来。”

有一种爱情叫“抗疫夫妻”；有一种力
量叫“并肩作战”。除了警医夫妻，还有很
多像许自威、王琼，梁炜炜、王英祯那样的
双警夫妇，以及像刘建萍、李悦功这样的
志愿者夫妇……他们无怨无悔奋战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

点点凡人微光，汇聚磅礴力量。有这
力量在，郑州定会重新归来！③9

①8月 14日，七夕，在洛阳市洛龙区白马寺镇车站街社区洛瑞牧业家属院疫情防控点，志愿者邢
智君、马志奇夫妇搭档值守，并肩抗疫。⑨4 张光辉 张俊望 摄

②七夕，执勤换岗后的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民警张海涛给支援郑州六院的妻子隔空送礼物、互
致问候。⑨4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③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陈正阔、白洁洁夫妻并肩战“疫”。⑨4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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