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辨证施治 病患诊疗效果显著
今年疫情暴发后，我市第

一时间启动市一院南院区和岐
伯山医院作为定点救治医院，
完成市一院南院区“平疫结合”
升级改造，方舱医院建成备用，
2000余名医务人员组建医疗救
治团队，全力救治患者。同时，
我市指定 9家市县两级定点医
院为风险地区和风险人群提供
医疗保障，10家互联网医院全
天候提供“云”诊疗服务，满足
群众疫情期间日常就医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本着“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我市多措
并举，多方协作、多点发动推进中
医药防治新冠肺炎工作的有效开
展，中医药防治效果显著。

采取多种措施，把中医药
内容以图文、专家访谈、直播等
形式展现在移动终端上，鼓励
重点人群、普通人群积极采用
中药预防汤剂、八段锦、五禽戏
等中医药方法预防新冠肺炎。

按照不低于辖区人口2%的
用量做好疫情防控中药饮片采
购、储存工作，并至少保障1个具
备相应煎煮能力的煎药室，确保

中药汤剂及时、足量供应，并具
备6小时运送至定点场所的分发
能力。

定点医院每个病区均配备
有至少2名中医专家，根据患者
具体情况，辨证施治，一人一方，
并开展针灸、耳穴压豆法、穴位
贴敷（按摩）、中药香囊法等手
段，确保定点医院患者全部使用
中医药治疗。截至目前，定点医
院收治的确诊及无症状者100%
使用中医药进行干预。

采取多种措施确保集中隔
离、居家隔离等相关风险人群
第一时间、全部应用中医药进
行干预，以增强免疫力，降低发
病率。截至目前，集中隔离人
员预防中药使用率99.7%，居家
隔离人员预防中药使用率
98.7%，未用中药者均为婴幼儿
及对中药过敏者。

市级及区县（市）中医药专
家组对集中隔离点开展多轮次、
全覆盖的巡诊指导，强化中医药
使用的规范性、合理性，同时对
中医药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跟
踪分析，并适时调整优化方案。

疫苗接种 全力查漏补种
7月 23日，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新冠疫苗对防发病、防重症、防
死亡的效果非常显著，对于奥
密克戎变异株BA.4、BA.5引起
的肺炎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为了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覆
盖面，我市积极推进疫苗接种，
大力开展查漏补种工作。

扎实稳妥推进 12至 17周
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我市制定了《郑州市12~17
周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指导
方案》，明确了目标人群、组织领
导、进度安排等主要内容，各级党
委政府、卫健、教育、社区、学校将
密切协同，按照“属地管理、就近
方便、知情同意、保障安全”的原
则有序推进，做到应接尽接。

在提升老年人疫苗接种率

上下功夫，我市通过深入开展
“敲门行动”，排查各辖区未接
种疫苗目标人群，建立未接种
居民台账，依据台账通过打电
话、发短信等方式逐一通知应
接种居民，提醒其尽早接种。
针对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设立老年人接
种绿色通道，组织流动接种小
分队，靠前服务、上门接种。

截至 7月 19日 24时，全市
新冠病毒疫苗累计接种3168.82
万剂次。其中，第 1剂 1207.23
万剂次，第2剂1168.57万剂次，
第 3 剂 62.14 万剂次，加强针
730.88万剂次，加强针接种率
87.79%。60岁以上老年人累计
接种第1剂143.22万人，接种率
88.54%；累计接种第2剂 138.23
万人，接种率85.46%。

我市肉蛋粮油等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居民有序购买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
年轻，我报名！”“我经常做志愿
者，我参加！”……

疫情来袭，我市发布通告，
号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立刻向居住地所属社区报
到，就地转为社区志愿者，全面
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一时间，在全市各个居民
小区，在疫情防控一线，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纷纷就
地转岗变身“志愿红”，他们以
饱满的热情、负责的态度、严谨
的作风，汇聚起战“疫”磅礴的
力量，书写责任与担当。

一座城守望相助，千万人
聚力成光。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身份：党员志愿者。

疫情期间，省直和中央驻
豫单位、市、区三级机关党员
“双报到”，76126名党员下沉
至 4421个社区。全市 8.6万名
基层干部和 40多万名党员舍
小家、顾大家，始终冲锋战斗在
最前线，在大战大考中践行使
命担当。

二七区人和路街道华府
社区党支部书记江芸，每天工
作 18个小时，面对腰伤复发，
带上护腰咬牙坚持。

市老干部大学党支部书记
陈霞，因避让车辆跌倒，导致左
胳膊骨折，但她没有一丝怨言，
毫不退缩仍坚守岗位。

“这些天的志愿服务活动，
让我真切感受到‘大白’和社区
工作人员的不容易。”一名社区
党员志愿者说，“虽然我也常常
热得满头大汗，站得腿脚酸麻，
但这和高温下还穿着防护服坚
持工作的‘大白’，以及一天到
晚连轴转的社区工作人员相
比，这根本不算什么。”

——他们是自发加入的平
凡而普通的志愿者。

在雨中，在骄阳下，他们戴
着红袖章，穿着红马甲，穿行在
核酸检测现场，或忙碌于给百
姓送蔬菜等物品的路上。

郑东新区一家水果店老板，
在外地听闻遭到疫情，想到主城
区做志愿者，被劝阻后，便把整
店的水果送给医护人员。

为做好由沪返豫大学生
集中隔离观察工作，我市团
组织在东站开展了青年志愿
者专项服务活动，来自社会
各界的青年志愿者主动担当
作为，用行动描绘出抗疫一
线的最美青春。

志愿服务
汇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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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之 疫情防控篇

同心战“疫”我们众志成城
今年以来，我市先后遭遇多轮新冠肺炎疫情袭击。
面对疫情高发多发的严峻形势，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统一部署，积极应对、及时有效处置，

全市1300万人民闻令而动、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多轮突发疫情均在第一个潜伏期内实现圈住封死目标。
在多轮疫情阻击战中，全市卫生健康系统顶压前行、全力应对，无数白衣战士不畏风险、逆行出征，

广大党员干部双向奔赴、冲锋在前，无数志愿者挺身而出、勇毅前行……一时间，“天使白”“志愿红”等，
成为商都大地最亮丽的风景。

几个月来，从焦虑，到乐观，从彷徨，到从容。伴随健康郑州砥砺前行的脚步，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
逐渐散去，绿城人民群众生活的脚步又重新迈开，人间烟火气息也日渐浓郁起来了。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汪辉 王红/文 徐宗福 白韬 实习记者 尹金凯/图

核酸小屋 便民扫码即测
天还没有亮，一个个“大白”，骑着电

动车连夜赶往核酸检测一线，他们先挨家
挨户上门为重点人员检测，然后顾不上休
息，匆匆赶往指定社区开展检测……

由于连续工作，休息不好，加之天
气炎热，不少“大白”累得晕倒了。一位
“大白”醒来后第一句话却是：“是不是
给咱社区丢人了，耽误大家进度了！”

这是我市核酸检测中发生的令人
动容的镜头。面对高发多发疫情严峻
形势，我市始终坚持核酸检测常态化与
应急相结合，积极构建完成“15分钟核
酸采样服务圈”，方便群众扫码即测。

7月29日20时，新城路惠济万达附
近，一核酸小屋核酸检测仍在有序进行，
不少下班居民顺便排队检测。“以前要
到外面做核酸，现在不仅小区附近小
屋就能做，速度很快，而且有的还针对
上班族营业到晚上9点。”居民李先生说。

为方便居民核酸检测，我市在“郑
好办”上开通了核酸检测点查询，不仅
能快捷找到附近核酸检点，而且不少核
酸小屋还错峰检测；对于卧病在床或居
家隔离的人群，社区网格员与医护人员
上门服务，确保“应检尽检、不落一户”。

目前，全市便民核酸采样屋共布点
4378个，正常运营4049个。为了快速检
测，我市还优化核酸检测能力结构，通过扩
增配置设施设备，公立机构总检测能力达
到67.1万管。

5月3日，郑州市桐柏路洛河路附近核酸检测点一片忙碌景象

核酸小屋常态化采集

5月初，工作人员在柳林站出市口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生命至上 坚决守住底线

疫情如令，责任如山。
每一轮疫情突袭而来，全

市上下都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精
神，严格遵循省委、省政府要
求，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上肩落地，挺身主事、挺膺担
事、挺力成事，迎难而上、克难
攻坚，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理念，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
清零”总方针，坚决守住长周期
不发生规模性疫情反弹底线，
持续完善常态化防控和局部应
急处置机制。

——坚持逢进必查。目
前，全市应张贴“场所码”的单
位已实现全覆盖，六县市和上
街区人员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
公共交通时，通过扫“场所码”
同步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
明。同时，安排专人专班采取
“四不两直”方式对大型商超、
沿街店铺等场所的查验情况进
行严盯细查，发现问题及时交
办、销号管理，督促属地政府和
行业主管部门主动上门服务，
倒逼责任落实，确保逢进必扫。

——规范人员管控。严格
分类查验“两码一证”，严格按
照省、市部署及要求，联动做好

风险人员监测预警、高风险岗
位核酸检测、扫码异常人员
“点对点”移交等措施。按照
省统一部署，共承接高校返郑
学生 18701人（其中检出阳性
3例），全部闭环转运、免费隔
离，并提供有针对性、个性化的
服务保障。

——强化精准管控。随着
疫情防控措施动态调整，我市
将根据疫情变化，精准划定封
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实施“三
区”管理，进一步加快封、管、控
的时间，缩短集中隔离的时
间。采取临时管控措施，通过
快管快筛的策略，以快制快，防
止风险外溢，当风险解除后就
快速解除。

——强化货物管控。持续
加大对集中监管仓、第三方冷
库、进口冷链食品经营门店的
监管力度，利用省进口非冷链
货物信息追溯系统，做好追溯
信息填报。严格人员管理和健
康监测，建立从业人员实名制
管理台账和风险接触信息报告
制度，落实好登记、测温、消毒、
验码等防控措施。

——完善工作体系。建立
健全防疫生产双线运行机制，

出台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1+1+N”工作方
案，完善我市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经济运行调度机制指挥
部和工业生产、商贸流通、交
通运输、文化旅游、重点项目
等 5个领域工作指南，加快建
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生产
秩序、流通秩序、消费秩序和社
会秩序。

——保障“三夏”生产。各
县市区成立专班，落实跨区作业
人员报备制度，开设农机转运绿
色通道，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
行；在乡村设立流动核酸采样点，
确保检测频次；提供餐宿、医疗等
服务，确保后勤无忧；推行线上对
接、作业费在线结算等方式，鼓励
农资公司采取线上预约、线下送
货模式，减少人员接触。

——做好暑期防控。考虑
到暑期是传统的旅游旺季、消
费旺季，进一步强化网吧、KTV
等娱乐场所复工查验；及时了
解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疫情防
控情况，做好旅游线路疫情防
控和安全风险评估；强化景区
流量管理，落实“限量、预约、错
峰、疏导”要求，严防发生大流
量聚集。

精准施策 流调迅速响应
“喂，您好，请问是 ×××

吗？”
“您当时在公交车上坐了

几站？”
“别着急，我来帮您回忆

一下。”
…… ……
深夜，市疾控中心的流调队

员王小丽，正一手拿着电话，一
手在笔记本上飞快记录，这一通
流调电话，她在笔记本上密密麻
麻记了六七页纸，整整打了2小
时23分钟。

这只是流调队员中最普通
的一个工作场景。疫情发生以
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调
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追溯传染源、
追踪行动轨迹、排查密接者的工
作，每一例新冠确诊病例行程轨
迹发布，都牵动着市民们关注的
目光。而在每一例精确到分秒
的行程轨迹背后，都凝结着大批
流行病学调查人员争分夺秒与
病毒“赛跑”的汗水。

4月中旬，郑州航空港区
发生疫情，市流调溯源专班连
夜抽调市、县两级流调队伍
150人，于 15日凌晨 3时集结
到位进驻港区，全面接管流调

工作，仅用 7天时间实现港区
社会面清零。

“5·1”郑东新区疫情出现
后，第一时间派出13名骨干连
夜进驻东区，紧急调配荥阳、经
开等 10个区县 22支流调队伍
组成联合流调指挥部，设立“三
组四专班”，明确责任分工，快
速遏制了疫情蔓延。

4月 30日，我市出现突发
多点散发和局部暴发疫情，针
对一些区县点多、面广、病例分
散的情况，就近调派附近区县
增援补位，指派报告地负责全
过程流调，其他增援力量负责
重要节点及密接人员流调；同
时派出市级流调骨干30余名嵌
入当地，开展流调报告质控、分
析研判、流调复盘等工作；统筹
组建“钱塘衣城”“京莎广场”
“思念集团”等7个专班，与所在
地相关部门无缝对接，取得了
良好效果。

今年疫情发生后，我市第
一时间建立并统一调度 80支
400人的传染病防控专业人员
常态专业流调队伍，100支 500
人的疾控机构相关专业人员常
态综合流调队伍，120支600人

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专业应急预备流调队伍，按照
“初筛即开展”原则，对感染病例
和重点区域“一病例一专班”“一
重点区域一专班”快速精准深入
开展流调，确保不漏一户、不落
一人。

一位大白跪着温柔地说：
“小朋友，别怕！”

1月 12日早上，家住二七
区康桥华城10号楼的张女士，
拍下了一段医护人员上门入户
做核酸检测时的视频迅速被转
赞刷屏。

不少网友看到视频后，纷
纷留言：“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暖暖地感动，向医护人
员致敬！”……

面对网友如潮点赞，郑州
交运集团交通医院的医生王宏
超说：“苦点累点不算什么，我
希望尽快打赢防疫阻击战，迎
来春暖花开。”

正如网友评价说：医务人
员这一跪，降低了高度，却增加
了城市温度。他们用最美的姿
态、最令人破防的一个个瞬间，
勾勒着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最感
人、最美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