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志愿者就是一点星
火，父亲和我只不过是千
千万万个抗疫志愿者中的
普通一员，希望我们的努
力能吸引更多人加入进
来，尽快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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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识多一点
大灾之后防大疫

□本报记者 金京艺

“大伯好，请佩戴好口罩。”“大娘
好，请出示一下您的二维码，我来扫描
登记一下。”8月 16日，在新郑市新村
镇文士湾村的核酸检测点，一位身穿
红马甲的青年一边维持现场秩序，一
边帮助群众登记信息。

他叫王一新，是黄河科技学院商
学院2019级金融学专业在校大学生，
一名“00后”党员志愿者。

郑州“7·20”特大暴雨刚过，热心
的王一新便通过网上公布的信息，联
系到新郑当地的志愿服务协会。连续
一个多星期，王一新和志愿者们一起
为新乡洪灾一线送过物资，也搬运过
无数件社会各界捐赠的爱心物资。“能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再累都高兴！”
王一新说。

7月底，洪灾刚过，疫情袭来，身

为文士湾村村医的父亲王书建在经过
培训后，第一时间加入了核酸检测队
伍，同时也给正在市里做志愿者的儿
子王一新打了个“求援”电话：“一新，
马上要开始做全员核酸检测了，村里
人手不太够，你回来帮帮忙吧！”

于是，王书建王一新父子俩一起
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父亲负责为
村民做核酸检测，儿子则做起了信息
采集员。

为了按时完成每一轮核酸检测，
父子俩顶烈日战酷暑、通宵达旦为
村民们做检测。每一轮工作结束，
当看到父亲脱下防护服后手上和脸
上被汗水浸泡发白的皮肤，当看到
儿子晒得一天比一天黝黑的脸，父
子俩总会相互打气：“咱俩都是党

员，就应该在危难时刻冲在一线，只
要疫情能控制，咱们现在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上阵父子兵，同心齐抗疫”的场
景让文士湾村的村民们看在眼里更记
在心头，每次做核酸检测时，总会有村
民不住点赞：“这爷儿俩，中！”

更让王一新感到高兴的是，他在
朋友圈里发布了自己和父亲一起抗
疫的消息之后，有不少学弟学妹纷纷
联系他，询问如何加入志愿者队伍，
都想为战胜疫情尽一份力。“一名志
愿者就是一点星火，父亲和我只不过
是千千万万个抗疫志愿者中的普通
一员，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吸引更多人
加入进来，尽快战胜疫情。”王一新
说。③9

本报讯（记者 师喆）8 月 16 日，
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
十四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月 15日
0时—24 时，全市无新增确诊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自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38例，无
症状感染者1例。

全员核酸检测方面，截至 8月 15
日 24时，郑州市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
已采样6836381人，检测6654263人，
未检出异常结果。

郑州市目前已确定延迟原定开学
时间。如何做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
作，保障开学平安？

以学校和学生数较多的郑州市中
原区为例，中原区共有229所学校、幼
儿园，教职工 17885 人、学生 186671
人，点多面广，防控任务艰巨。“我们将
积极推动疫苗接种工作，重点推进 12
周岁至 17周岁学生疫苗接种，确保 9
月 15日前完成应接尽接任务，全面构
筑免疫屏障。”发布会上，中原区副区
长李华表示。

就郑州全市范围而言，在下一步

疫情防控重点工作中，将坚持“一校一
策”“一校一院”，进一步做细做实线上
教学、网上报到、学生返校、疫情防控
方案，加快推进学生疫苗接种，加强物
资储备、环境整治和病毒消杀，积极做
好开学各项准备工作；压紧压实属地、
部门、学校、个人“四方责任”，建立完
善从校门到家门全链条、全闭环管理
体系。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众和重
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2021年 8月
版）》，对普通公众以及境外输入和污
染传播高风险岗位人员、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公共场所服务人员等重点职
业人群戴口罩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前对室外场所戴口罩并没有
明确要求，这是首次提出处于人员密
集的室外场所时需要佩戴口罩。”郑州
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梁士杰
介绍，此次调整还对普通公众如何佩
戴口罩给出了详细建议。比如，建议
普通公众选用一次性医用口罩、医用
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级别口罩（KN95
颗粒物防护口罩）。同时，要求居民家
庭配备一些高等级防护口罩，在去医
疗机构就诊过程中佩戴。③8

本报讯（记者 孙静）确保生活必
需品供应是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和疫情
防控的基本保障。8月 16日，记者从
省商务厅获悉，全省商务系统紧盯“供
销送”畅通流通，确保生活物资供应充
足。

截至 8月 15日，全省商务系统共
向全省大型商超、农批农贸市场等民
生保供单位发放“应急运输服务保障
通行证”7450 张，全省累计使用通行
证运输 3.3 万趟次、运输生活必需品
35.5 万吨，有效保证了生活必需品供
货充足、价格总体稳定。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48小时内核
酸 检 测 证 明 成 为 上 下 高 速 必 备 证
明。为保证重点物资供应单位尽快
拿到核酸检测证明，加快销售效率，
省商务厅协调推动，在万邦等重点农
批市场设立快速核酸检测点，免费为
来郑运输生活物资货车司乘人员进
行快速核酸检测，8月 4日至今，累计
检测近 2万人。

“我们还在郑州进出市高速路口

附近增加若干快速核酸采样点，专门
为保供人员提供核酸检测服务。”省商
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疫情封控区，如何畅通物资运
送的“最后一公里”同样重要。郑州市
商务局局长张波介绍，为做好末端派
送全覆盖，该局制定了封控区居民生
活物资配送操作规范。在封闭区卡口
外划出固定接收点，社区工作人员或
志愿者负责将居民所购物资送至家门
口，居民“足不出户”；在封控区卡口外
划出固定接收点，由销售终端配送人
员或第三方服务人员，将居民所购物
资送至接收点后，再由社区工作人员
转至卡口内，通知居民领取，做到“足
不出院”。对于行动不便的人群，由社
区提供所需物品的代购和配送服务以
及必要的生活保障。

在郑州市，商务部门设立了 24小
时保供服务热线，目前共收到市民反
馈的各类问题918个，立即解决了279
个，转交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了 639
个。③7

与普通人群相比，慢性病患者感
染新冠病毒以后，病情进展相对更快、
严重程度更高。在目前就医不便的情
况下，患有慢性病的人群，更要注意自
我防护。

疫情期间，慢性病患者病情稳定
时，建议不去或少去医院。患者要按
照医生要求治疗和管理已有的慢性
病，备齐药物、规范用药。如果需要，
可以前往附近社区医院就诊取药或
凭已有处方就近购药，也可由家庭成
员携带患者的相关证件及病历，到以
前的定点医院取药。同时，要密切观
察所患慢性病的症状变化和病情进
展，按要求有规律地测量血压、血糖、
心率等。病情有变化时，要及时联系
医生，也可选择远程或线上咨询，及
时就诊。

如果慢性病患者必须外出或到医
院就诊时，选择能满足就医需求的就
近医疗机构。尽量避免去人流量大的
医院、避免去发热门诊、急诊等科室就

诊；可提前网上或电话了解就诊医院
情况和看病流程，做好预约，减少就诊
时间和就诊科室。尽量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患者及陪同人员应全程佩
戴口罩，尽量避免与人近距离接触，少
触碰公共物品。

饮食方面，尽量做到食物多样，粗
细搭配，多食蔬菜水果，兼食畜禽鱼
蛋、奶类、大豆类等。饮食七八分饱。
少吃油腻、高盐和熏腌食品。

疫情期间尽量居家锻炼，可适当
进行户外运动，尽量不参加集体项目，
注意晒太阳。干家务、打太极拳都是
不错的选择。

保持乐观积极心态。以自己喜
爱、可行的方式如听音乐、唱歌、跳舞、
微信联络亲友等方式放松心情。

戒烟限酒，经常洗手。勤开窗、多
通风，家庭成员不共用毛巾。

慢性病患者如果没有发热、过
敏和严重的并发症等，可适时接种
新冠疫苗。③ 7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本专栏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宣传
处指导、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
稿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16日，
记者从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召开的疫情防控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8月 15日 0时—24时，商丘市
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
疑似病例，但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
压力依然很大。

目前，商丘全力组织开展第四轮
全员核酸检测，对排查出的密接者、次
密接者，在隔离管控的情况下坚持每
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从 8月 16日 8
时至 15时 30分，已采样258万人。我
省组织调集许昌、周口、开封等地
1000多名医务人员紧急驰援商丘，帮
助开展采样检测等工作。

8月 13日晚上以来，按照院感预
案要求，商丘市已对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内封闭的患者和员工共 2616 人进
行整体转移，腾出市立医院等 3家医
院接收现有病人，腾出 3所高校用于

隔离医院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目前转
运工作正在进行。同时，在商丘市中
心城区和各县（市、区）租用了部分宾
馆、酒店作为隔离点。目前全市共设
立隔离点 113个，总房间数 12693间，
集中隔离 4816 人，居家隔离 9.3 万
人。

为更精准地检测出病毒，更精准
地实施防控，尽早发现感染人群，切断
病毒传播链条，商丘市完成第四轮全
员核酸检测任务后，还将开展第五轮
全员核酸检测。在此，提醒商丘市广
大居民积极配合做好信息登记和样本
采集工作，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非必
要不离商”。

此外，商丘市销售生活必需品的
所有商场、超市和农贸市场不关闭。
目前，商丘市生活必需品价格总体保
持稳定、供应充足，能够满足群众正常
生活需求。③7

加快推进学生疫苗接种

齐心抗疫“父子”兵

我省千余名医务人员驰援商丘帮助开展采样检测

整体转移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人员

畅通“供销送”确保生活物资供应

疫情期间慢性病患者如何自我防护8月16日，在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实验室，检测人员操作自动核酸提取仪，对样本进行查对。据
了解，疫情发生后，该中心组建了600多人的检测队伍，投入300余台仪器设备，实现24小时人机不间
断检测，所有进入样本处理区的人员都严格执行“三级防护”。通过流程优化、技术整合和信息化升级，
该中心每日筛查数量达20多万管，按10比1的混采模式，覆盖200多万人次。⑨6

走进核酸检测实验室

本报讯（记者 李倩 曹萍）“太感
谢了，辛苦你们了！”8 月 16 日晚，在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区，来自信
阳的王某（化名）出院了，他身穿防护
服激动地向送他的医护人员挥手告
别。

除了王某，还有另外两名患者也
于当天顺利出院。他们是郑州本轮
新冠肺炎疫情中首批出院的 3 名患
者。

王某是从境外回来的，确诊新冠
肺炎后，已经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他30多岁，症状比较轻，主要进行了
一些对症治疗，配合喝中药和耳穴压
豆治疗，他一直都很乐观。”省中医医

疗队成员、河南省中医院医生谭高峰
说，王某最近两次间隔24小时核酸检
测结果都是阴性，而且肺部CT也明显

改善，经科室讨论报专家组评定，符合
出院标准。

知道自己能出院了，王某特别兴
奋，病区的医生护士也都为他感到高
兴，临走前不断嘱咐他回去要注意的
事项。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主任、河南省新冠肺炎救治专家
组成员余祖江介绍，“首批出院的 3名
患者，1 个轻型、2 个普通型，8 月 13
日、8月 14日两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
阴性，符合出院标准，患者出院后将由
负压救护车闭环转运到当地隔离点，
继续进行至少14天隔离。”

目前，集中救治进入第 15天，重

症和普通型患者的诊疗比较清晰，患
者病情稳定、整体治疗进入常规化。

“有 7到 8名患者也已经符合出院标
准，待接下来转运条件办理妥当后，
大约在明后天就可以出院。”余祖江
说。

本轮疫情大概在什么时候能得
到明显控制？余祖江说，预计到本
月底能得到明显控制，因为患者多
合并其他一些症状，所以清零没有
那么快，“比较高兴的是，3名患者的
出院给其他在院患者带来信心，也
给医护人员带来曙光，让我们看到
了工作的成绩，这些天的努力付出
有所收获。”③5

郑州首批3名患者出院
还有7到8名患者已符合出院标准

3名患者的出院给其他在
院患者带来信心，也给医
护人员带来曙光，让我们
看到了工作的成绩，这些
天的努力付出有所收获。

□本报记者 王斌

“8月 10日，随着 120名家人的到
来，我们临时成为一个大家庭，大家已
在家自我隔离了一段时间。希望家人
们能耐得住寂寞，一起加油……”

8月 12日，一封《致全体家人的一
封信》，在郑州市金水区锦江之星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隔离人员的微信群中
传播。

看到信，被隔离的 120 名群众建
起的 4个微信群顿时热闹起来：“服从
安排，积极配合”“辛苦，向你们致
敬”……

信，是由郑州市公安局火车站分
局民警徐晓东代笔，他是该医学观察
点的工作人员之一。“被隔离的 120名
群众，大家彼此不认识，但目前都在
这里生活，也算是个临时大家庭。”徐
晓东说，12名“临时家长”中，有公安
民警、医护人员、志愿者，他们分成医
疗组、综合组、信息联络组等，各司其

职。
“除了需要特殊照顾的老人、小

孩，都是一人一间房，整天一个人待
在房间里，难免会焦躁不安。”徐晓东
说。

有个 86岁的老人，被隔离时子女
都在外地，志愿者张杰每次给他送饭
时，都会和他多聊几句。后来，老人专
门拿出100元硬要塞给张杰：“闺女受累
了，买点零食吃……”还有个 30多岁的
妈妈，她被紧急隔离时，7岁的孩子还
寄宿在邻居家，这些天，她最担心的就
是孩子，得知情况后，“家长”们迅速联
系她所居住社区的工作人员，为孩子
买了零食……看到孩子一切安好，她
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8 月 16 日，这个大家庭已组建 6
天了，徐晓东在群里发了一段话：“告
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截至昨日 24时，
我市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未检出异常
结果！大家再咬牙坚持一下，我们终
将胜利！”③7

来自医学观察点12位“家长”的信

□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