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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张彦鹏

1月 11日下午，来自许昌 5个县
（市、区）的2590名医护人员，在圆满完
成对口支援禹州市5个乡镇（街道）的
核酸检测任务后，陆续踏上归程。

当天，许昌市委书记史根治在禹州
市参加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时，专门提
到了驰援禹州的2000多名医护人员：

“1月8日，市委作出决定，抽调2400名
核酸检测人员支援禹州，结果，当晚来
了 2590名医护人员。为什么会多了

100 多人？是因为许
多人主动请缨，甚至

写下请战书坚决
要来。”

“ 他 们 闻 令
而动，逆向而行，

这种精神令人
感动。”史根

治的话语
中动了感
情，“来的
绝大多数
都是女同

志，这么冷的天，连续四天三夜，工作
不分白天黑夜，吃饭是泡面、盒饭，困
了就在大巴上眯一会儿，只讲奉献不
讲条件，无愧于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疫情防控，是在与时间赛跑，与病
毒决战。禹州本轮疫情发生之初，在
启动上百万人的全员核酸检测时，因
检测量太大，当地检测力量明显不足。

许昌市委果断决策，在原来支援
力量的基础上，从长葛市、鄢陵县、襄
城县、建安区、魏都区再抽调 2400名
核酸检测人员，对口支援禹州市疫情
最重的5个乡镇（街道），自带物资、设
备，帮助禹州市开展高频度、多轮次
的核酸检测。

1 月 8 日晚，5 个县（市、区）“超
额”组织的 2590 名医护人员连夜到
达禹州后，立即实施“敲门行动”，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不

漏一人，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把病例清
仓见底、圈住捞干。

在禹州期间，广大医护人员日夜奋
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他们口中没有
豪言壮语，胸中却有坚如磐石的信仰。

采集核酸样本时要避免交叉感
染，医护人员每次完成采集都必须进
行手部消毒，冬夜里的最低气温在零
摄氏度以下，即使戴着双层手套也抵
挡不了寒冷。

“小到 3岁的幼儿，大到 80多岁
的老人，都特别配合我们的工作。”鄢
陵县支援禹州医疗队队员张文文说，
采样过程中，她守护着居民，也被居
民暖心地呵护着。

“我们入户为一位高龄老人做核
酸检测时，老人像对待儿女般反复叮
嘱我们‘穿厚点儿’。”张文文说，“那一
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③6

援禹医护人员为啥“超员”100多人

1月 11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第二十九场新闻发布会通
报，截至 1月 10 日，郑州已进行 5
轮全员核酸检测，在全员核酸筛查
中，封控区、管控区外，社会面已连
续3次阳性病例零报告。

什么是社会面零报告？
疾控专家介绍，社会面连续 3

次阳性病例零报告，就是连续 3次
全员核酸检测中，新发现的确诊病
例或者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在封控
区、管控区或者隔离人群中，而不
是在社会面上。

社会面零报告意味着啥？
疾控专家表示，连续 3次社会

面清零是个好消息，但是我们依然
不能放松警惕，相信只要大家积极
配合防疫工作，做好个人防护措
施，本轮疫情很快就能过去。

之后还会做多少轮核酸检测？
根据郑州市安排，下一步将在

主城区持续开展核酸检测“大起
底、大筛查”工作，高效排查潜在人
群感染者，尽快阻断传染源。

核酸检测是新冠病毒感染防
控的重要手段。为了进一步提升
全员核酸检测组织实施能力，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于 2021年
9月 8日印发《全员新型冠状病毒
核 酸 检 测 组 织 实 施 指 南（第 二
版）》（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提出，各地要根据疫情
传播趋势，以风险为导向，精准划定
核酸检测范围，确定核酸检测策
略。疫情前期，在风险来源不明的
情况下应至少开展3轮全员核酸检
测；之后根据流调溯源情况、社区封
控范围、核酸检测结果等综合研判，
确定后续的检测范围和频次。

原则上，隔离点和近 3轮核酸
检测出现过病例的街道或社区每
日一检，14天内出现过病例但近 3
轮核酸检测没有出现病例的街道
或社区隔日一检，14天内未出现病
例的地区可每5天一检。

对于隔离点及其他重点人群，
《指南》要求应单采单检，封闭小区
（封闭到户）1户 1管，其他地区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5混1或10混 1开
展检测。③9
（本报记者 李晓敏 李倩 整理）

本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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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面零报告”意味着什么

·健康知识多一点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赵阿娜

几天前，因受此轮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汤阴县育才学校 4000 余名师
生被陆续转移至安阳学院、安阳职业
技术学院和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3个集中医学观察点。这些孩子
在隔离点的生活学习状况如何？

1月 12日，记者联系到了汤阴县
医保局副局长王静，她和该局另外 5
名同事正在安阳幼师的一栋隔离宿
舍楼里值班，目前这栋楼共有 76 名
学生。

“1 月 11 日上午 8 点，我和 5 位

同事被组织选派到这里，入驻隔离
宿舍，24 小时全天候负责孩子们的
日常生活保障。”视频中，王静穿着
厚厚的防护服，戴着防护面罩和口
罩，她告诉记者，1月 8日当晚，汤阴
县育才学校学生连夜转移，为了保
障孩子们的正常生活起居，当地政
府第一时间调动各相关单位工作人
员下沉一线，每个县直单位选派一
名科级干部带队，进驻隔离宿舍，提
供全方位服务。

“我们主要负责给孩子们送防疫
物资、一日三餐和中药汤剂。上午还
给他们送去了社会捐赠的课外图书，
尽可能让他们过得充实。”王静说，这
栋楼里隔离的大多是高三学生，学习

压力较大，但孩子们情绪稳定，有时
送饭他们还会和工作人员开玩笑。

记者在视频里看到，每个隔离房
间门口都有一张小凳子，王静把晚餐
放在凳子上，敲敲门喊了声：“乖，该
吃饭了。”

“我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儿，
这都是我们的‘乖’！”王静说。

记者和汤阴县育才学校高三年
级的郝同学通过视频聊天。他说，目
前自己学习生活一切都好，叔叔阿姨
照顾得很周到，每天有肉、有水果、有
牛奶，房间里很暖和。

“我一定会好好配合，安心学习，
和家乡父老一起战疫情、渡难关。”郝
同学说完还给记者比了一个心。③9

□本报记者 李倩 李晓敏

1月10日晚8点多，新乡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医生谷景阳接到一通电话，
当时他随河南省心理援助医疗队刚抵
达安阳市汤阴县。

“谷医生，我们想带孩子找你，他现
在只听你的话，你能说到他心里。”打电
话的是谷景阳治疗过的患者王明（化
名）的母亲，几个月前王明从新乡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出院回到内黄县家中，
但疫情下孩子精神状态又出现波动，大
人干着急却没办法。

内黄距汤阴只有不到一小时车程，
但因为疫情形势严峻，暂时不能面对面
咨询。来不及放下行李，谷景阳在驻地

宾馆大厅就开始“接单”，通过电话对王
明进行开导。

这批支援安阳的心理医生全部
来自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0人
中有 7人曾参加过 2020年的援鄂医
疗工作。

到达汤阴后，心理援助医疗队立
刻开设微信心理援助云平台、开通24
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公布每名队员的
电话号码。

“经过近两年的疫情洗礼，大多数
人的心理得到成长，整体抗压能力也有
提升。但是因为封控、管控等生活状态
的突然变化，也会导致一些人无所适
从，甚至出现心理问题，这时心理干预
就必须及时跟上。”带队队长张建宏说。

张建宏曾担任河南第十五批援鄂
医疗队（心理救援）队长，有着丰富的心
理治疗经验。针对焦虑、强迫、抑郁、成
瘾、愤怒等十几种疫情下可能出现的精
神心理症状，他说：“自我调适非常重
要，大家要学会接纳负面情绪、调整认
知，多和家人朋友沟通，此外居家锻炼
也很有好处。”

咨询平台开通一天，张建宏他们接
到了近30个咨询电话。寻求帮助的有
长期居家隔离的人、受疫情影响的打工
者、留校的老师等，有人倾诉，有人发
泄，有人悲伤，有人焦虑，电话那头的情
绪复杂多样，但电话这头，队员们一定
是最专注的倾听者。

张建宏把队员和患者比作同盟，因

为这场战“疫”，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见
证者、战斗者。

一个因为疫情导致经营不善、全家
隔离的患者求助，电话那头传来无尽的
绝望和自责。“国家和社会都没有忘记
你，我们大家都在一条战线上，我们是
盟友。只要你自己不放弃，就还有机会
从头再来。”一句话让电话那头的患者
破防了，终于卸下了心理负担。

抵达安阳后，心理援助医疗队给安
阳同胞写了一封“家书”：“因为爱，我们
在一起。我们将与你共同织密抗击疫
情的心理防线，与你守望相助、共克时
艰，帮你锻造勇敢的心，共同迎接美好
明天。”

张建宏他们努力着、期待着。③6

帮你锻造“勇敢的心”

距离 2021 年 12 月 31 日洛阳
新安县人民医院在例行核酸检测
中发现 2 名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
者以来，已经过去整整 13 天。这
场无硝烟的战斗，已在我省多地打
响。

这 13天，河南很难，餐饮场所
暂停堂食，中小学校启动线上教
学，暂停人员流动，居民除配合防
疫外足不出户……

这 13天，河南也很暖，在呵气
成冰的深夜，一个个核酸检测采样
点被迅速搭建，战役的不眠守护者

筑起堡垒，灯火下忙碌的工作人员
成了黑夜里最亮的“光”。暖化人
心的小字条，被改装成了流动检测
车的电动三轮车，学生们排队做核
酸检测也不忘手握书卷加紧复习，
网友晒出沉甸甸的蔬菜包……

疫情突如其
来，政府分类施
策，医务人员奋
战前线，广大群
众积极配合才让
很难的城市变得
很暖！②13

河南，暖“南”！

扫码感受温暖

——汤阴县育才学校隔离学生与记者视频对话

目前学习生活一切都好
□本报记者 屈晓妍

1月6日凌晨，周口市第一人民
医院120急救指挥中心主任王新华
因劳累过度倒在抗疫一线。55岁
的他，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个冬天。

他的故事感动无数网友，大家
纷纷留言，怀念这位“面善”却坚毅
的新华医生。

有人为他的离去而泪目，“新华
医生，一路走好”“催人泪下！永远
怀念新华大哥！”的缅怀迅速刷屏。
网友@浅笑说，总有挺身而出的英
雄甘愿点燃自己，在夜色里燃起希
望的火炬。网友@赵志远说，河南
一定要挺住！加油，河南！

也有人为新华医生奉上最崇高
的敬意，“有崇高信仰的杰出共产党
员，向您致敬！”“以心为灯，点亮生
命，没有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
网友@一小白说：“英雄医生，人民会
记住你！”网友@乔乔留言：“为了让
更多的人见到春天，他化为春天。”

还有人心疼着“新华医生”们的
付出，“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请一定
保重”“要保证休息，注意身体”。网

友@一小白说，很遗憾用这样的方
式记住了自己的周口老乡，再也不
愿看到这样令人心痛的消息。网友
@螃蟹先生说：“想和你一起看春
天，没有你的胜利总多了一层悲
伤。”网友@笑对人生写道：“无畏冲
锋也要全身而退，希望再无更多牺
牲与遗憾。”

更有人被新华医生的精神所鼓
舞，“这场无声的战斗很艰难，更多
的党员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初心使
命”“你让我们从悲痛里化出希望，
我们一定能赢”。网友@明阳说：

“请新华医生好好休息吧，我们会接
力下去，拼到打退疫情的那一天！”

在河南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信心和勇气比黄金珍贵。网友的
怀念还在继续，更多抗疫人员在继
续奋战。正是这些点滴感动，汇聚
成携手抗疫的大
爱暖流，激励我
们勇毅前行、共
克时艰，让我们
坚信寒冬虽冷，
但 春 天 终 会 来
临。③9

万千网友怀念新华医生

“想和你一起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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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已累计完成核酸检测

6200余万人次

●郑州投入 3.3万余
名 采 样 人 员 ，设 置
6398 个采样点位，
投 入 2000 余 台 车
辆、4000 余名转运
人员点对点快速运送
标本，近万名信息员
负责信息上报

●在外地检测人员和
设备的支援下，郑州
形成高达 180 万管
的核酸日检测能力

● 10 万余名社区工
作人员、志愿者、公安
民警坚守防疫一线

数据来源：新华社

1月11日，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在做核酸检测采样时，一名小学生向他们敬礼。 河南省人民医院供图

◀扫码看视频

汤阴育才学
校隔离学生向看
护 人 员 比 心 致
谢。贾小晶 摄

顶端新闻联合
河南青年画家制作
创意海报

聚沙成塔
齐心抗疫

◀1月 10日，在禹州市永和苑社区，工作人员
在穿戴消杀设备。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战疫情 强能力 锻作风 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