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闻 彬）4 月 1 日，南阳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关
于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
情防控策略的通知》，就有关事
宜作出明确要求。

各地要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对境外入
（返）南阳的人员严格落实隔离
措施，精准掌握其身体健康状
况、流行病学调查等相关情况；
对南阳籍已入境尚未入（返）南
阳的人员，要准确掌握其位置、
动态并将情况及时通报入境人
员停留地疫情防控机构；对非南

阳籍进入南阳的人员，要第一时
间协查并落实管控措施；对隔离
期满的境外入（返）南阳的人员，
要逐人见面，引导其继续居家隔
离7天，并持续跟踪做好健康服
务工作。

各地要高度重视无症状感
染者管理工作，广泛开展信息
告知，全面做好政策解读，告知
入（返）南阳的人员要提前主动
联系目的地社区（村）、宾馆、用
人单位等，配合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凡经口岸入境时做过核
酸检测的入（返）南阳的人员，
隔离期满前要再次进行核酸检

测；未做过核酸检测的，隔离期
间要进行两次核酸检测，采样
间隔时间大于10天。对所有无
症状感染者，各地严格按照确
诊病例的管控要求执行，一经
发现，立即收入定点医院进行
14 天集中隔离，在定点医院解
除 隔 离 后 ，继 续 居 家 隔 离 14
天；凡发现无症状感染者，要第
一时间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锁
定可能的密切接触者，并落实
隔离措施，确保第一时间切断
传播途径。对治愈出院的确诊
病例，所在地疫情防控指挥部
负责组织对其加强跟踪管理，

准确掌握其身体状况，督促其
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并做
好随访、复诊。

社区（村）、宾馆、企业等单
位要切实履行属地或用人单位
主体管控责任，加强对从武汉
市和境外入（返）南阳人员的精
准排查工作，准确了解每个人
的身体健康状况、居住地址等
详细信息，特别是要通过主动
寻找、上门走访、电话联系、群
众反映线索核查等方式排查新
增人员。所有入（返）南阳的人
员，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
症状，应及时向用人单位或社

区（村）报告，由所在地疫情防
控指挥部安排专人用车辆转送
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核
查。

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执行
入（返）南阳人员日排查日报告
制度，对谎报、漏报、瞒报入（返）
南阳人员旅居史、接触史、健康
状况等信息的，要严肃追究责
任；对拒不配合转运、诊疗、医学
观察和集中隔离措施的，由公安
部门依法协助强制执行；对因防
控措施落实不力引起疫情传播
或带来传播风险的，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又讯（通讯员弘 扬 于万
兵）近日，平顶山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下发通知，要求全
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
控策略。

通知要求，严格加强对境外
和国内重点地区来平顶山人员的
管控，境外来平顶山人员必须在
出发前48小时向目的地县（市、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主动报告行
程和身体健康状况，严禁未经报

告私自返回平顶山、来平顶山；要
在境外来平顶山人员抵达隔离点
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核酸检测，
严格落实隔离医学观察等相应措
施；对从武汉市返回平顶山、来平
顶山人员严格落实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措施，明确专人负责隔离观
察对象服务保障工作，及时掌握
其健康状况，发现异常立即按程
序处置；对湖北省（除武汉市）低
风险市（县）返回平顶山、来平顶

山人员，经健康证明核查、体温检
测无异常的，不得再设置障碍，不
得对其采取隔离措施，但要进行
健康追踪、了解。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通知要
求突出做好监测、追踪、隔离和
治疗，加大无症状感染者筛查力
度，将检测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新
冠肺炎病例和已发现的无症状
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有特殊要
求的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等；一

旦发现无症状感染者，要立即按
“四早”要求，严格集中隔离和医
院管理，尽快查清来源，对密切
接触者也要实施隔离医学观察，
并深入细致地开展无症状感染
者调查和流行病学分析，研究完
善防控措施，严防造成新的传染
和聚集性传播。

此外，通知要求加强预检分
诊管理，严格执行发热患者接
诊、筛查流程，认真落实患者登

记报告制度，严格落实“两通道、
三分区”规定，对出现发热、咳嗽
等症状的患者，要立即实施单人
单间隔离；各药店要继续严格落
实购买治疗发热类药品人员信
息登记制度。

通知要求，凡是有疫情的地
方，要完善村庄、社区精准防控措
施，暂时关闭人员密集场所，对有
关医院、社区、村等重点区域开展
病毒消杀，防止病毒传播。

在医学观察隔离点，刚从武汉回来的
援鄂医疗队员杜云红仍没有闲下来，依然
通过手机回答在武汉时援助过的人咨询的
问题。

在武汉时，国家心理医疗队暨河南省第
十五批援鄂医疗队对接8家医院、34个康复
驿站，累计援助各类人群1721人次，开展科
普讲座12次，发放自编小册子7000册，被国
家卫生健康委和新华社、人民网、光明网称
为“精”锐之师。虽然撤离了武汉，但队员们
仍通过各种方式关爱着武汉的“亲人们”。

河南省第十五批援鄂医疗队在武汉时
不仅出色地完成国家卫生健康委交办的医
疗任务，还在国家统筹部署下接手了重庆心
理医疗队撤离后交接的任务。“明天医疗队
就要撤离了，请各组将患者再走访一遍，一
是将重点患者做好交接，二是登记一下愿意
留下联系方式的患者，我们修整期还可以通
过远程视频或电话帮助他们。”离开武汉之
前，河南省第十五批援鄂医疗队队长、新乡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卫生中
心）主任医师张建宏就开始布置当天的工
作。

离开前，张建宏带领队员将剩下的443
套隔离衣、480套防护服、120双外科手套等
20多种1139套（件）防疫物资，以及680本自
编自印的《心理自助手册》全部捐赠给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
区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在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杜云红的带领下，
另一组队员走访或电话随访了一些在院患者和康复驿站的
重点市民。

“大姐，您最近睡眠怎么样啊？”在一家康复驿站，队员们
偶遇了在医院接受过心理援助的王女士。

“每天听到三顿饭的敲门声是最让我高兴的事情，但仍
感觉孤独、担心，睡不好。”王女士说。

“我仍记得在医院的时候，她的无助、担忧，还有委屈的
哭声。”杜云红给予她共情、安慰，调整了她对疾病的认知，并
教会她如何换个角度看问题。慢慢地，王女士的情况有了改
观。

“虽然现在还是独自一人，但每天锻炼身体，打扫卫生，
做这些平常的事，感觉再幸福不过了。”现在的王女士变得积
极、乐观起来，“你们从河南来帮助我们，国家免费给我们治
疗，这是对我们的爱，我不能辜负国家和你们对我的爱。”

“有人在群里说消极的话，王大姐会用自己的经历鼓励
别人、帮助别人。”杜云红说，“慢慢地，群里抱怨的声音越来
越少，王大姐像一个编外的心理咨询员，改变着周围的人。”

“全国人民对武汉的爱在传递，这种感恩的心，就像种子
一样种在王大姐的心里，也播撒到了周围。”在康复驿站，看
到王女士的改变，杜云红非常欣慰，“如果我们帮助过的每一
个人都能像王大姐一样，那么未来的路就会好走。”

医疗队将一部分重点在院患者进行了移交，记下需要跟
进的患者的联系方式，并加了部分康复期患者的微信。返程
后有14天的隔离期，医疗队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再帮助一些
人。

登机前，队员们回首向武汉鞠躬。在返程航班上，队员
们唱起了《真心英雄》，是唱给自己，唱给武汉人民，更唱给那
颗牵挂的心。

日前，周口市人民医院积极响应上级要求，第一时间为境外返
回周口及异地返回周口人员开展咽拭子采集工作。截至目前，该院
对入住周口市集中隔离区的108名周口籍人员实施了咽拭子采集。

侯少飞 胡艳梅/摄

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有这样
一位医生：他是西医肿瘤学博士，
却因精通中医，受到很多患者的
认可。他就是该院肿瘤内科副主
任医师郭宏强。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郭宏强是该院疫情防控专家
小组成员，用中医药技术为一线
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筑起了一道
防护屏障。

“网上有很多预防新冠肺炎
的药方，我不建议大家随便使用，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有的人
服用后可能适得其反……”疫情
初期，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一场防
控专家小组会上，郭宏强提醒大
家不要随便用药。

2月3日，河南省肿瘤医院援
助信阳医疗队11名队员出征。

“就在医疗队即将完成支援
任务时，我们得知和队员们一起
并肩作战的当地一名医生感染了
新冠肺炎。院领导第一时间找到
我，委托我在最短的时间内询问
前方队员的身体状况，开具中药
药方，并送往前线。”郭宏强接到
命令，迅速与 11 名队员取得联
系。

由于身处两地，不能面诊，郭
宏强请队员们分别把各自的舌头
拍一张照片发过来。

“我观察了他们的舌质与舌
苔，逐个询问身体状况，大家都没
有什么大问题。”郭宏强说，他为
队员们开了药，医院以最快的速
度熬制出来并派车送往信阳。

药品送达信阳已是夜晚 11
时，郭宏强嘱咐大家当晚就要喝，

连续服用。
疫情发生后，该院医务人员

纷纷请战支援一线。在出征之
前，很多人联系郭宏强面诊。郭
宏强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辨证
施治，为他们开具药方，并叮嘱他
们提前把体质调整好。

“医务人员只有在保证自己
身体状态良好、精力充沛的前提
下，才能更好地投入救治病人、服
务病人的工作中去。”郭宏强说。

1 月 31 日，一则“双黄连口
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
消息刷爆网络。得知消息后，
郭宏强从中医角度“因人、因
时、因地”剖析，总结出双黄连
口服液现在不适合作为预防新
冠肺炎的药物，盲目服用还可
能适得其反，并写成文章，通过

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给大家
提个醒。

“应用中药，一定要经过辨
证，根据四诊合参的结果来用药，
而不是想当然地应用。”郭宏强
说。

郭宏强所在的病区以化疗
患者居多，尤其是一些老年患
者，体质虚弱，合并症很多，还有
一些晚期癌症患者经过多次化
疗，出现了耐药等现象。“对于这
些患者，可以选用中药调理，同
时一定要根据症状、舌苔和脉象
等进行辨证施治。”郭宏强说，对
于正在接受放疗、化疗的患者，
重在扶助脾胃，恢复正气；化疗、
放疗结束后的患者，可采用中药
维持治疗，改善体质，预防肿瘤
复发、转移。

疫情期间，很多肿瘤患者到
了化疗时间也无法来医院进行正
常治疗，出现恐慌心理。

“舌苔发过来看看”“给您
开个方子，在当地先抓点儿中
药喝喝看”……郭宏强的微信
里 ，很 大 一 部 分 都 是 他 的 患
者。而且，省外找他看病的人
也越来越多。

郭宏强年少时，中医出身的
父亲经常义务给村子里的人看
病。在长期熏陶下，学着父亲的
样子，他开始学习把脉问诊、阅读
名家医案。

“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也各
有所短。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
是为了治好患者的病，两套理论
体系是互补的，也是相辅相成
的。”郭宏强说。

为了提高护理人员的临床护理技术水平，近日，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举办了一场置入性导管安全固定
技术竞赛。全院54名护士参加了此次比赛。 王正勋 王中贺/摄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牛 然 焦艺珂）近日，在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大楼前，患者刘先生的妻子
尹女士把两面锦旗分别送给了神经内科二病区的医生和护
士。此外，刘先生还特意买来了矿泉水和方便面等物资，送
到病区。

事情要从20多天前说起。3月9日9时左右，刘先生突然
摔倒，当时头晕、呕吐、嘴歪，口齿不清，意识模糊，不省人事，
情况危急。家属立即拨打了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急救电话，救护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为了确保患者的安全，在救护车返回医院的途中，医生
为患者打上了点滴。到达医院后，院方开辟了绿色通道，以
最快的速度为患者拍CT、诊断、研究治疗方案，做手术，每一
个环节都争分夺秒、有条不紊。

在重症监护室，经过10多天的精心治疗，患者转入普通
病房，现在患者已经可以下床走路，语言表达能力逐渐恢复
正常，进入常态化恢复阶段。

刘先生激动地说：“我特别感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吕
建周、副主任医师安惠娟、医师马丹和护士长王金珍等医护
人员对我的精心治疗和悉心照顾。我刚到医院时，呕吐不
止，马丹医师和其他医护人员不嫌脏，为我清理呕吐物，表
现了高尚的医德。”

刘先生还说：“这次住院，使我真正看到了白衣天使们的
不容易。护士们每天一路小跑地忙碌在各个病房，即使承受
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她们也不会把负能量传递给患者，而是
积极给患者加油、打气。她们没有正常的作息，经常加班。
疫情期间，她们24小时待命，经常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就拿方
便面凑合一顿，着实令人感动！我买来这些物资，也是想为
抗疫出一份力。”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
员文梅英）4 月 2 日，固始县医生
余豪、河南大数据运营公司员工
崔鹏，分别在省人民医院、省肿瘤
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两名6岁
的血液病患儿带去了重生的希
望。

今年 28 岁的余豪，是固始县
的一名医生，对工作兢兢业业，对
患者细心周到。2016年，在固始县
红十字会举办的一次宣传活动中，
他积极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019 年 12 月，中华骨髓库通
过检索，发现余豪与一名6岁的血
液病患儿配型成功。经过高分辨
配型和全面体检，4月2日，余豪在
省人民医院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我是一名医生，同时又是一
个 4 岁孩子的父亲。能通过捐献
造血干细胞救助其他孩子，我非常
高兴。”余豪说。

今年 33 岁的崔鹏，是河南大
数据运营公司的一名职工。2016
年 5 月，在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
听说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他

人生命，崔鹏就毫不犹豫地配合工
作人员，抽取了血样，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成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

“如果微小的举动能给予别
人生的希望，为什么不去做呢？”
崔鹏说。2019 年 12 月，经中华骨
髓库检索，崔鹏与一名6岁的白血
病患儿初配成功。崔鹏立即配合
医务人员进行高分辨配型和全面
体检。最终结果显示，崔鹏完全
符合捐献造血干细胞条件，遂于4
月2日捐献了“生命种子”。

严防境外输入 加强无症状感染者管理

南阳平顶山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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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医博士的中医情怀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李惠子

患者送来
矿泉水和方便面

两名志愿者同日捐献“生命种子”

出车600余次
行程上万公里

本报记者 刘 岩 通讯员 汤剑燕 牛鹏磊

近日，在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发热患者转运队宿舍，手机铃声
响起，劳累了一天、和衣躺下的司
机高毅像弹簧一样一跃而起。“一
位从乌克兰入境的三门峡人，要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落地，请马
上出车。”接到医院发热门诊的电
话指令后，高毅和发热患者转运
队医护人员立即穿戴好防护用
具，奔赴机场……

高毅和邓军都是三门峡市中
心医院发热患者转运队的司机，
负责驾驶负压救护车转运三门峡
市区发热患者。他们每天直面发
热患者，没有上下班时间，电话铃
声就是命令。自1月22日请战参
加发热患者转运工作以来，邓军
和高毅已经连续 70 多天处于战
斗状态。

“疫情就是命令，作为一名退
役军人，上前线、打头阵，义不容
辞！”邓军说。请战当晚，邓军就
接到指令去接一名从外地返回三
门峡的发热患者。“我知道即将面
临的是什么，但我必须立即出车
并确保平安转运。”邓军说，“在执
行任务前，我们已经接受了系统
规范的防护培训。接到指令后，
我们几分钟内就要穿戴好口罩、
帽子、防护服、护目镜、鞋套、手套
等防护装备，立即出发前往指定
地点。”

“我们都知道很危险。作为
医院的救护车司机，身为一名退
役军人，我应该知难而上，逆向而
行，这是天职！”邓军说。

虽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
是巨大的转运工作量还是超出了
他俩的预料。

让他俩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运
送行动不便的发热患者，尤其是
没有电梯的楼房，他们一口气将
患者抬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
来了。邓军和高毅常把自己称作

战场上的担架员。在最近一次转
运患者的过程中，为了搬运高龄
发热患者，邓军的脚不慎受伤，至
今没有痊愈。“没关系，不耽误开
车，就是走路有点儿疼，咬咬牙就
挺过来了。经常听到患者给我
说，谢谢小伙子，你辛苦了，听得
我心里也是暖洋洋的，觉得一切
付出都是值得的。作为急救车司
机，关键时刻能与医护人员并肩
战斗，感觉很骄傲！”高毅说。

国外疫情暴发初期，邓军和
高毅还承担过风雪夜出发，从新
郑国际机场和咸阳国际机场接入
境同胞的任务。去机场接人，来
回需要六七个小时，可是只需要
两个小时他俩就浑身湿透了。把
入境人员送到发热门诊后，司机
还要在救护车上待命，然后把人
送到隔离病区或者隔离点安置
好，才算任务完成。如果顺利的
话，整个过程需要9个小时，期间
不能吃喝，不能上卫生间。“每次
出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往厕
所跑。”高毅说。

截至目前，邓军和高毅出车
达600余次，行程上万公里，最多
的时候一天出车23次。

直到现在，邓军的家里人还
不知道他是发热患者转运司机，
只知道他在加班。

邓军 80 岁的岳父正在医院
化疗，全靠妻子一个人伺候，还要
给邓军的父亲做饭。每天两头
跑，妻子一句怨言也没有，全力支
持邓军。“家里没让我操一点儿
心，为的就是让我安心工作。危
险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干，还是那
句话，疫情不除，我们不退！”邓军
说。

邓军的微信名叫“责任”，他
说，要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
人；高毅的微信名叫“高兴”，再忙
再累，他总是乐呵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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