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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故事

□本报记者 石可欣

11 月 25 日 12 时刚过，一阵急
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郑州颐和医院
产科休息室的宁静。

“急诊那边送来一名产妇，这会
儿人手不够，快来！”

挂了电话，刚下夜班的助产士
王改霞一路小跑来到产房。和急诊
科的同事交接后，她熟练地穿好防
护服，走进隔离产房。

“恭喜！7斤 2两，母子平安！”
下午 3 时 20 分，一番紧张忙碌后，
王改霞脱去防护服推着产妇和新
生儿走出产房，交给了在门外等候
的家属。

“产妇送来时胎心不好，马上
要生，但是没有核酸检测结果。按
照应急预案，我们在隔离产房帮她
进行分娩。孩子出生后，一直陪她
等到核酸结果出来后，才做了分诊
处理。”王改霞用沙哑的嗓音告诉

记者。
“你的嗓子怎么哑了？”
“刚刚产妇分娩时因为疼痛一

直在喊叫，我怕她听不见我说话，
也不由自主地喊了起来。”王改霞
笑着说。

因疫情防控需要，王改霞和同
事们从上个月一直坚守岗位到现
在。

王改霞说，在坚守的 40 多天
里，产科实行弹性排班，每天保证 3
名助产士正常上班，其他助产士随
叫随到，大家都是见缝插针地吃点
饭、喘口气。

“这些天你接生了多少个孩
子？”

“200 多 个 吧 ，我 还 真 没 细
算。每当我把顺利出生的宝宝送
到母亲怀里时，那种亲手把小生命
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感动和成就，让
我觉得一切坚守都是值得的。”她
说。③7

在坚守中迎接新生命

落实优化防控措施二十条·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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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闻

□本报记者 王斌 曹萍 李林

11月 26日，郑州市疫情防控攻
坚行动第二天，主城区的大街小巷，
行人、车辆稀少。一大早，迎着冬日
的阳光，却有一群人在坚定“逆行”，
在疫情防控卡口、在核酸检测点、在
医院、在垃圾清运点……他们用实
际行动守护着这座城市。

在这个特殊时期，孕产妇群体
需要更多关爱与呵护。王保云是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病房护理负
责人，自 10月下旬以来就一直坚守
在产科隔离病区，和同事们无微不
至地照顾这里的孕产妇和新生儿。

因为准妈妈和新妈妈都行动
不便，王保云就帮她们梳头、穿衣、
照顾小宝宝。“有护士们在，感觉很
踏实。”一位产妇的话说出了大家
的心声。

然而，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王保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
孩子了。王保云说：“新生命就是
新的希望，这份喜悦是我们最大的
动力。”

在惠济区长兴路街道省体社
区，武国锋和志愿者们一起为居民
们的生活忙碌奔波。武国锋住在裕
华美欣小区，每天吃完早饭他就穿
上志愿者的红马甲，开始一天的工
作。在核酸检测点维持秩序、帮助
社区工作人员协调联系、给居家隔
离的邻居运送物资、巡查小区楼道
里的消防隐患……从早忙到晚，武
国锋经常晚上 10时才回家。“社区
的事儿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大家
一起努力，一定能尽快战胜疫情。”
武国锋说。

“大家注意做好疫情防控政策
宣传，防止人员扎堆聚集，同时做
好个人防护……”早上 7时许，在经

开区京航街道石王村的疫情防控
卡口，由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公
安民警等参与的早间“例会”正在
进行。

石王村目前属于疫情防控高风
险区，这个卡口主要负责该村近万
名居民的疫情防控管理工作。9时
许，值守在卡口的京航派出所民警
武留洋准时登上警车，和办事处工
作人员、村委会干部一起组成巡逻
组，在村里开展例行车巡。

巡逻组的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
秩序，同时为群众解决各种问题。这
两天，武留洋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志
愿者变身采购员、配送员，为有需求
的群众买药、送菜。他们还时刻关注
社区警民联系微信群中居民的发言，
确保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卡口工作人员 24小时值守，白
天忙一天，晚上就住在卡口的活动
板房里，为了御寒，他们就穿着衣服
裹着被子睡。“大家都很拼，没人喊
苦喊累，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武留洋
坚定地说。

攻坚行动期间，为了城市洁净，
垃圾清运车不停歇。早上 7时许，
金水区城管局生活垃圾清运车队的
张建师傅已经发动清运车，驶出位
于三全路与渠东路的停车场，赶往
垃圾清运点。

“我负责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经
三路上。”张师傅说，攻坚行动期间，
城市保洁工作正常进行，居民生活
垃圾总量没有明显变化，所以清运
工作必须按时按点保障到位。

8 时 50 分左右，载重量 7 吨的
清运车已是满满当当，张师傅启程
赶赴位于中牟的垃圾发电厂，“每个
白班至少要往返清运点和发电厂两
个来回。”

为保障城市生活垃圾的正常清
运，让城市始终保持整洁，攻坚行动
期间，张师傅和他的同事们吃住都
在清运车上，一床棉被、两箱方便面
和一瓶榨菜，成了他们这几天食宿
的“标配”。

据了解，攻坚行动期间，郑州市
城市保洁保持基本运转，其中生活
垃圾日清运量超过7000吨。③5

□丁新科

疫情期间，困难和特殊群体最让人牵挂。寒潮

来袭，气温骤降，特困人员过冬物资备齐了吗？社区

孤寡老人、失能老人家里都还好吗？困难和特殊群

体抵御风险能力弱，优先保障他们的生活，满足就医

需求等基本服务，兜牢民生底线，就能增添战“疫”的

信心和力量。

全民抗疫，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更没有一

个人可以弃之不顾。我省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标

准，民政部门畅通省、市、县三级救助服务热线；郑州

市总工会追加疫情防控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困难职工

家庭……雪中送炭的救助，让各类救助补贴保障直

接惠及困难群众。多一点帮扶，他们就少一些难处；

关照越及时越细致，他们就越能渡过难关。

在惠济区新城街道金河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摸

底排查建立两本台账，“特殊患者摸底登记台账”和

“特殊人员登记表”。患者年龄、是否需要化疗及血

液透析等信息都在备注栏里标明，失能老人、残疾

人、孕产妇等特殊人员也一一登记在册。生孩子等

不起，重病发作救治慢不得，特殊群体一旦有事，都

是急事大事。因此，应急预案和保障服务同样不可

或缺，这样的“台账”，不妨再多一些、再细致一些。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疫情期

间困难和特殊群体关心关爱工作的通知》，出台八项

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兜

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眼明心细”，让特别的关爱带

来特别的温暖，呵护好每一位困难群众，是一道战

“疫”基础题，也是一道必答题。3

坚定“逆行”守护“绿城”

不妨多些这样的“台账”
——同心战“疫”，我们在一起③

□本报记者 李晓敏

几天前，郑州的陈先生和母亲先
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感染者，陈先生
被送到方舱医院，而他 80多岁的母亲
则被送到定点医院。同是确诊者，为
何有的进方舱医院，有的会被送到定
点医院？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
感染者如何被救治是百姓十分关心的
一个问题。11 月 26 日，记者深入采
访，为大家展示这场没有硝烟战“疫”
的最前线。

“对于感染者，我省实行的是分级
分类救治。”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救治方案，定点医院主要收
治普通型以上合并严重基础疾病患
者、透析患者等；方舱医院主要收治轻
型和无症状感染者。

在救治中，我省强调要重点关注
一老一小，对于基础疾病较重、病情复
杂的老年人和儿童全部收治在定点医

院，方舱医院内如有高危高血压等基
础病患者也全部转至定点医院。

体温监测、血压监测、血氧监测、
发放中药……在郑州一家方舱医院，
医护人员在各个病区内忙碌着。

“除了孕妇、14岁以下孩子等不适
宜喝中药的人群外，大多患者每天早
晚一次中药。”在这家方舱医院内支援
的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医师张茜茜介绍。

“患者胸痛！心电图异常！”一名患
者突然发病，管床医生立即前往患者床
旁进行查体，并请消化科、心内科会诊。
很快，患者被初步诊断为高血压合并急
性心肌缺血，经及时救治生命体征平
稳。由于患者年龄较大、病情复杂，随
后，患者顺利转至定点医院继续治疗。

如果说方舱医院是“生命之舟”，
那么，定点医院就是战“疫”堡垒。因
为这里收治的病人年龄跨度大，且多
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病。

如何应对挑战？

我省要求每个省辖市都要指定综
合能力强、救治水平高、感染防控基础
好的医院作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其中
重症床位数不低于总数的10%。针对
可能出现的孕产妇、精神疾病、心脑血
管疾病急性发作期、透析患者等特殊感
染者做足准备工作，在定点医院内部设
置手术室、产房、特殊病房等房间并配
备相应设施，确保特殊患者得到治疗。

在郑州定点医院内，省卫生健康委
抽调多家省、市综合能力强的医院支
援，组建呼吸、感染、儿科等多学科专家
团队，集中优势力量救治，最大程度减
少轻症向重症、重症向危重症的转化。

经过多轮疫情考验，定点医院已
经形成了成熟的救治方案，“一人一策
一方案”，全力护佑患者健康。

越来越多的患者出院。省卫生健
康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 25日
当天，郑州 78例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
院，70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
观察。③7

分级分类 确保救治

本报讯（记者 何可）11 月 26 日
晚，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第三十六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 11
月 25 日实施流动性管理城市静下来
后，经专家分析研判，郑州疫情防控初
见成效。

为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郑州市先后对中牟县等 5个县（市）和
金水区等 8个主城区开展核酸集中筛
查。共投入采样人员 2.2万人，科学布
局了 10155 个采样点位。截至 11 月
26日 19:30，新发现阳性患者 871例，
初筛阳性1038例。

除新郑市 11月 23日至 25日新增
病例较多，决定顺延各项临时管控措施
至11月 29日 24时之外，中牟县、登封
市、新密市、荥阳市将根据近日新增病
例，科学精准划定高风险区，除高风险
区外的其他区域停止集中核酸筛查，
恢复低风险区管理。高风险区封控管
理，“足不出户、服务上门”；低风险区
做好防范，“个人防护、避免聚集”。

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防控
部执行副部长李洪涛强调，市民原则
上居家，并非某些社区宣传的“不进不
出”，就医、紧急避险、救援等情形可以
外出。就医、出院病人及其陪护家属，
隔离期满的涉疫人员，街面滞留人员，
外地返郑人员，社区不得以防疫为由
拒绝其返回居住地。严禁对安全通道
封门上锁，严禁简单化一刀切地执行
封闭政策。

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将根据这几
天的核酸筛查情况进行研判，在总体
可控的情况下，11月 28日、29日，确有
需求的市民，每户每天 1人凭 24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可外出1小时购
买生活物资。

在人员流动管理方面，郑州启用
爱心驿站，开放部分便民核酸采样屋，
为保障疫情防控、医疗卫生、应急抢
险、物资保供、外卖快递、水电气暖等
城市基本运转人员、流动人员，提供便
捷的服务保障。确需离郑人员由居住

地所属社区开具证明，持健康码绿码、
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行。此
外，高校开具的返乡证明、医院开具的
出院证明，也均可作为离郑的证明。

为保障全市 6.28万名城乡低保对
象、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郑州紧急
下拨社会救助资金 2300万元，发放冬
季取暖补贴 1256 万元。向 6.67 万名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等特殊群体发放 140万元的
价格临时补贴。向城区低保户、分散
供养特困户发放电价补贴34万元。

市场供应充足。11月 25 日万邦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库存总量达41.6万
吨。市区各大商超的库存也很充足，
店内生鲜类商品的备货量达到了平日
的2倍以上，其他商品可供2个月销售
所需，进入市区的配送车辆畅通无阻。

“相信经过我们勠力同心克难攻
坚，将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11月30日
转入常态化动态清零，城市的生产生活
秩序将陆续恢复。”李洪涛说。③5

郑州疫情防控取得初步进展

向城区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户

发放电价补贴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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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河南省中医院重症监护室内，急救创伤中心医护人员在病床前忙
碌。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111 月月 2626 日日，，郑州市二七区郑州市二七区
淮河路街道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核淮河路街道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核
酸采样工作酸采样工作。。连日来连日来，，该街道该街道针针
对老对老、、弱弱、、病病、、残残、、孕等特殊群体孕等特殊群体，，
做好便民服务工作做好便民服务工作。。⑨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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