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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污染天气来袭，
昨日，郑州市教育局下发《关于
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停课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全市幼
儿园、小学1月19日停课，初高
中弹性教学或停课。

《通知》中明确，根据《郑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重污

染天气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
警的通知》的精神，郑州市政府
已经决定将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并于2018
年1月19日0时启动I级响应。

为了尽可能减少重污染天
气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危害，郑州
市教育局决定，2018年 1月19

日全市幼儿园、小学停课，各初
高中阶段学校结合学业进度和
学校实际情况采取弹性教学或
停课等防护措施。停课学校要
指导学生在家做好功课复习和
自主学习工作，做到停课不停
学。

根据分析预测，这轮污染不
会轻易结束，要想看到蓝天，估
计要等到 23 日，也就是下周
二。今天，郑州的空气质量等级
仍然在重度污染至严重污染之
间。明天，污染进一步加重，维
持在严重污染等级，空气质量指
数在 345-405之间，首要污染
物为PM2.5。

红色预警是今年郑州首次
启动，也是今冬首次启动。伴随
红色预警的，是I级响应。除了
常规的强制性应急措施外，建议
性应急措施和健康防护措施都
有所收紧。建议性应急措施包
括多个方面，幼儿园、中小学采
取弹性教学或停课等防护措
施。倡导企事业单位根据重污
染天气实际情况、应急强制响应
措施，采取调休、错峰上下班、远
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倡导公众绿色出行，鼓励公

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电
动汽车等方式出行；驻车及时熄
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
间。减少机动车日间加油。

生产过程中排放大气污染
物的企事业单位、各类工地等，
自觉调整生产工期，减少涂料、
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
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可在达标
排放的基础上提高污染治理设
施效率，调整有大气污染物排放
生产工艺的运行时间，主动减少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散烧
煤使用量。

健康防护措施同样包括多
个方面：儿童、老年人、住院患者
和患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疾
病的易感人群留在室内，确需外
出的，应当采取防护措施；一般
人群避免户外活动，如不可避
免，应当采取防护措施；医疗机
构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增

加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停
止所有户外大型活动。

郑州市环保局相关人士建
议说，应避免吸烟、烹调等室内
来源的颗粒物污染，居室清扫宜
采用湿式清扫法。重污染天气
结束，及时开窗通风。

他说，建议佩戴符合我国国
标（GB/T 32610-2016）的 产
品。保持口罩与面部紧密贴合，
使用时间不能过长，避免形成二
次污染。特殊人群（如呼吸系统
疾病患者）佩戴口罩时，建议在
专业医师指导下使用。

另外，民众需科学合理地使
用空气净化器。建议选用符合
我国国标（GB/T 18801-2015）
的产品，尽量选择具有高洁净空
气量、高累计净化量、高能效值、
低噪音的产品，并注意根据产品
使用要求定期维护。

本报商丘讯 1月18日，一
条商丘交警紧急救助女子的视
频刷爆了商丘网民的朋友圈。
视频显示：在商丘市睢县客运
站附近，一名40岁左右的女子
因心脏病复发倒在了马路上，
脸色苍白，浑身抽搐。附近执
勤的几名交警蹲在女子身旁对
其紧急救助后将其送到了医
院。

1月18日，记者联系到了
视频中救助女子的交警梁晨，
据他介绍，自己是睢县交警大
队城关中队一名协警，救人是
1月15日发生的事。

据介绍，当天上午9时许，
他和同事王耀威、孙运来等人
日常巡逻时，发现在睢县客运
站北门口马路上，一群人围在
马路中间，造成了交通拥堵。

“一名40多岁的女子躺在
地上，脸色苍白，浑身抽搐，头
下枕着一条好心市民送的毛
毯。”梁晨告诉记者，自己和同
事赶紧蹲在女子身旁查看情
况。

看到民警过来后，女子很
激动，紧紧地搂着梁晨的胳膊
向其求助。“心脏病犯了，忘了
带救心丸。”女子吃力地说道。

看到女子呼吸越来越困
难，梁晨一边安慰，一边帮其解
开口罩、围巾，并让同事孙运来
跑到附近的药店买了一瓶速效
救心丸。民警通过女子身上带
的手机联系上了其家属，不久，
女子的丈夫和救护车赶到现
场，女子被紧急送到医院进行
救治。

看到女子得救，围观群众
纷纷叫好。梁晨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显得很腼腆，他告诉记者，
没感觉自己做了多大的好事，这
些都是自己和同事应该做的。

据了解，被救女子还专门
来到梁晨等人的执勤岗位表示
感谢，想把民警垫付的药费给
还了，被民警婉言谢绝。据被
救女子介绍，自己一直有心脏
病病史，当天外出忘记带急救
药，病犯的时候一下子栽倒在
地上。

本报讯 河南理工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焦作市第二人民
医院）3个120接诊电话均被

“呼死你”骚扰，每隔几分钟就
呼进一个骚扰电话，搞得值班
人员心神不宁身心俱疲。昨
日，记者获悉，该医院已经报
警，警方正在调查。

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急诊科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从1月17日开始，医院急
诊科3个120电话，均被“呼死
你”骚扰。无可奈何之下，急诊
科主任只有将急诊电话转移到
自己手机上，没想到骚扰电话又

打到了他的手机上，他只好把电
话拉黑，但又受到短信骚扰。

急诊科相关工作人员在接
受采访时，对此行为非常气愤：

“医院急诊科3个120电话是
生命的绿色通道，无论什么原
因，都不能以此作为借口，骚扰
120电话，其行为恶劣，客观上
等同于害命。

18日，医院向当地警方报
警，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中。

对此,律师认为：骚扰120
电话，属于破坏公共设施有效
使用，按治安法规定，可以处以
行政拘留和罚款。

想看到蓝天 估计要到下周二
今后几天重污染天气仍将持续,郑州启动红色预警
□记者 刘瑞朝 文 白周峰 摄影

核心提示 | 重污染天
气袭击郑州，连续多日不见
好转。本期望前天的弱冷
空气会冲散雾霾，但重污染
只是出现了短暂的削弱，很
快又反弹，到了昨日升级为
严重污染。从15日开始，郑
州就是严重污染天气，而今
后几天仍将是重度污染或
严重污染。按照《郑州市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郑政
文〔2017〕223号）规定，经
研究决定，郑州将重污染天
气橙色预警升为红色预警，
于今天0时启动I级响应。

原因 不利气象条件推动污染生成 空气扩散形势较差
从12日开始，郑州就拉开

了此次重污染天气的序幕，空气
质量逐渐转差，严重时达到严重
污染级别。而严重污染是污染
六个级别中最高的级别。

到17日，也就是周三，一股
弱冷空气影响郑州，空气质量出
现了短暂的好转。当天下午，郑
州的空气质量降至中度污染。
但随着扩散条件的恶化，空气质
量出现了反弹，并在夜间再次达
到严重污染级别。

严重污染几乎持续了昨日
一天的时间。以昨日 13时为
例，郑州的空气质量指数在400
左右，9个国控监测站点全部是
严重污染，指数最低的也 300
多。此次污染的首要污染物仍
然是PM2.5，PM2.5平均浓度达
到了350左右，PM10的平均浓

度还不到390，由此可见细颗粒
物所占的比例之大。

业内人士分析说，12-17日
的污染过程，是因为水平、垂直
扩散条件均不利，另外还受到外
来污染传输的影响。而接踵而
至的重污染，几乎是同一个原
因。水平扩散条件受风力的影
响，但昨日郑州的风力很小，起
不到扩散和消解污染物的作
用。垂直扩散条件同样不利。
随着边界层的不断压缩，即便本
地没有任何污染物排放，污染浓
度也会随着扩散空间的压缩而
抬升，更何况本地的排放并没有
完全终止。

据了解，本次污染是本地污
染的累积和外地污染的传输共
同作用所致。外地污染传输与
弱冷气流有关。而本地污染累

积，并不像有些市民所想的那样
——工厂已经限产、工地已经

“限土”、汽车已经限行，本地污
染物不会是污染主因。

即便郑州启动一级应急响
应，也并没有限制所有的排放。
虽然施工工地都停了，但还有一
些民生工程未停；电厂虽然不少
实施了超低排放改造，但终究是
有一定的排放；路上的机动车虽
然少了，但仍然是几百万辆汽车
在路上行驶，所排放的污染不能
忽视；另外还有道路扬尘、餐饮
油烟排放等等，很多方面都会对
本地污染物的累积有贡献。

业内专家说，随着静稳天气
的持续，除了排放的污染物本身
外，还出现了污染物的二次反应
和生成，致使空气中的PM2.5浓
度不断升高。

措施 郑州今年首次启动红色预警

郑州市幼儿园、小学今天停课一天
初高中弹性教学或停课
□记者 谭萍

女子路上突犯心脏病
交警紧急救助
□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陈曦 文图

焦作一医院120电话
被“呼死你”骚扰
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
□记者 郭长秀

“呼死你”是指利用通讯费用低廉的网络电话作为呼叫平台，采
用国际先进网络电话通讯技术进行信息轰炸，又名网络电话自动追
呼系统或者手机轰炸软件。“呼死你”可以方便设置追呼的任何一部、
任何区域的固定电话及手机号码。使用“呼死你”构成违法行为。

昨日上午9点的郑州东风渠畔，灰蒙蒙一片。

女子因心脏病复发倒地，交警紧急救助。

相关链接 何为“呼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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