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

萍 通讯员 王泽鹏） 近日，市中医院

组织工作人员到 30 位驰援郑州医护人
员的家中走访慰问，向家属们转达市中

医院党委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为他们

送上慰问品，并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家

庭生活等情况。

1 月 6 日晚上 7 时左右，市中医院

30 名队员与兄弟医院援郑核酸采集队抵

达郑州荥阳市，积极投入物资的准备与

发放工作中，为第二天的核酸采集工作

做好准备。之后经过休整，队员们于第二

天凌晨 4 点开始整装集合，在 - 3℃的严

寒中，开始赴郑州荥阳市各村镇开展核

酸采集工作……队员们包裹在厚厚的防

护服下，一个个被口罩勒出痕迹的脸庞，

一个个憔悴又疲倦的身躯再次续写了

“疫无情、邻有义、郑汝一家”的感人赞

歌。

慰问中，家属们纷纷表示，作为抗疫

一线医务人员家属倍感自豪，对市中医

院领导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一定会继

续照顾好家庭，保证一线工作人员能安

心工作，等待大家凯旋归来。

致敬家属 做好“娘家人”
市中医院慰问驰援郑州医护人员家属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通讯员 李旭鹏）“您好！我是米庙镇流

调工作人员，根据交通排查信息联系到您

本人，现在需要跟您核实一下行程情况。”

这一句话，米庙镇数据核查流调专班志愿

者、东北大学学生李宜航一天要重复上百

次。近日，米庙镇 5名大学生成为流调志愿
者，与该镇派出所的公安民警一道组成 20

人的数据核查流调专班，协助米庙镇防疫

指挥部开展行程轨迹追踪。

“有的流调对象是一些老年人，听力

不太好，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放慢语

速，声音洪亮，保证对方听得见，有时候

一个电话要打好几分钟，才能把一个人

的行动轨迹问清楚。”志愿者屈扬森说，

打完联系电话，在确认了机主的相关信

息后，他们还需将不同的信息分类汇总，

并同步登记到电脑上。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遍又一遍地反

复询问，大家的嗓子都快哑了。他们平均每

人每天要打 1 00多个电话，详细询问，耐心
沟通，更要迅速记录，准确上报，有了志愿

者小分队的助力，市里每天下达的流调任

务，米庙镇都能及时接收，迅速核实，准确

及时反馈，为疫情防控守好了“第一道关”。

这支小分队创下单日 4 94 条的流调记录，
为我市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可靠

的信息来源，也为下一步相关人员隔离管

控找到了充分的依据。

像流调小分队里这样的大学生志愿

者，在米庙镇疫情防控工作中还有许多。

为守好辖区“一方净土”，米庙镇充分调动

辖区内寒假在家大学生志愿者，发动一切

力量，全面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年轻的志

愿者们发扬“螺丝钉”精神，在平凡的岗位

上默默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力量。

“通过疫情的考验，实践的锻炼，我

们真正接触了社会，明白了社会责任，更

体会到了基层工作人员的不容易，作为

一名大学生，我们有责任为疫情防控出

力。”这是来自防疫一线的青春回应。稚

嫩的面孔，清澈的眼神，这群青年不畏艰

险，在疫情面前不低头，在尽责中历练成

长，将青春奉献在家乡最需要的地方，用

心守护一座城。

“流调”声声 不负青春
米庙镇大学生志愿者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

伟 通讯员 赵延峰） 为有效规范市

场价格行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物价稳

定，1 月 6 日，市物价办加大对粮油副食
及防疫物资市场巡查力度，维护正常的

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全力以赴为疫情防控保“价”护航。

当天，市物价办深入老城、丹尼斯、

天康、杏一等大型商超和药店，对粮油

副食和消毒杀菌防疫用品的价格进行

全面监督检查，所涉及的商品有米、面、

油、肉、蛋、菜、奶以及口罩、酒精、消毒

液等，严肃查处哄抬价格、不明码标价、

价格欺诈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要求各类商超加强日常内部管理，认真

做好保供稳价、消毒清洁、疫情防控等

工作。

从当天检查情况看，大部分商家落

实价格制度较好，能做到明码标价、依法

经营、诚信经营、价格自律。针对检查中

发现的个别超市商品标识的价格不规范

等行为，市物价办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整

改到位后方可继续经营。

下一步，该办将持续对生活超市和

医药门店销售的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

价格进行检查，做好市场监测和监督，为

广大居民提供安全、便利、实惠的消费环

境。市民如发现商家有价格欺诈或哄抬

物价等违法行为，可立即拨打 1 231 5 和
037 5- 661 2 358 进行举报。

物丰价稳 市场有序
物价办公布举报电话：1 2 3 1 5 和 0 3 7 5 - 6 6 1 2 3 5 8

筑牢防控线 储备好物资
市工信局全力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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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闫

鑫鑫） 市工信局按照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要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工作，全力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建好队伍，畅通防控渠道。为落实

落细工业行业主管部门防控职责，该局

机关抽调骨干人员成立市工信局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将全市乡镇（街道）

及 1 9 家重点规上工业企业纳入网格化
管理。明确分包服务同志疫情防控督导

职责，畅通全市工业领域疫情防控渠

道。持续督促工业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服从属地管控要求，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

迅速传达，实施精准防控。每周召开

市工信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传达通报

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研判工业企业

疫情防控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向工

业企业实时传达疫情防控工作最新精

神，指导企业采取精准防控措施，有效落

实各项要求。

统筹部署，科学规范引导。在抓实疫

情防控的同时，统筹指导重点规上工业

企业制定疫情防控工作预案，提前做好

“双节”期间生产安排，做好生产物资及防

疫物资的储备,指导工业企业科学、规范
防护。同时，针对企业运输难题，积极向

省工信厅申领行业绿色通道运输通行证

1 0张，保障企业运转。
每日报告，盯死重点环节。该局结

合工业行业疫情防控工作实际，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日报告”“零报告”制度。每

日对各重点规上工业企业及 2 1 个乡镇

（街道）辖区内工业企业员工，开展“中

高风险地区返汝来汝出汝”，及“健康

码”、“行程码”排查。

严格督导，确保措施落地。5 个分
包服务企业工作小组，进厂实地指导

1 20 余人次，督促工业企业认清形势，
落实主体责任，落细防控举措。帮助企

业寻找防控短板和漏洞，提出整改意

见，并持续跟踪督导落实。同时，督促

指导企业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坚决筑

牢工业疫情防控防线，助力全市经济

健康发展。

“天使”逆行 “郑”汝一家

出征

守护健康 你我同行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秦淑贤） 春节临近，在外务工返乡人

员较多，为确保辖区内居家隔离人员

核酸检测工作“应检尽检、不漏一人”，

1 月 1 0 日，王寨乡卫生院抽调医务人

员组成 6 个检测小组为居家隔离人员

开展上门检测服务，避免因人员流动

出现传播风险，全面筑牢疫情防控安

全防线。

为确保核酸检测工作全覆盖，辖

区内 6 个工作片的包片领导、包村干

部及村组干部，通过电话、微信群等联

系方式，协助医务人员采取“分村入

户、直接上门”的方式，有序做好核酸

检测服务。在现场，医务人员身穿防

护服，佩戴手套、口罩、面罩，带着采

集所需的物品和资料，为居家隔离人

员进行核酸检测，并耐心叮嘱他们继

续居家隔离，做好个人防护和保持个

人卫生。每到一户，医务人员都做到

手消毒无菌操作，采样工作尽量在门

口完成，为阻断疫情传播途径，避免

交叉感染。

据了解，1 月 1 0 日当天，6 个检测
小组人员放弃中午休息的时间，从上

午 8 点工作至下午 6 点结束，完成了
2 50 余人次的核酸检测任务，他们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让隔离人员宽心、暖

心、安心、放心，强有力地为辖区内村

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核酸检测上门 隔离人员暖心
王寨乡守护群众健康做到“应检尽检”

医护人员上门为居家隔离群众核酸检测

新年伊始，疫情肆虐，郑州告急。汝州

白衣天使，急速出征，青山一道，共担风

雨。

1 月 6 日，接到省卫健委紧急行动指
令，我市迅速组织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人

民医院、市中医院的 1 00 余名医务工作者
组成援郑核酸检测突击队，启程奔赴郑州

支援开展核酸采样。

“天使”逆行

“战有召，召必回，战必胜！”“疫情当

前，有一分力出一分力。”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迫在眉睫。接到指令，我市医务工作

者积极响应，逆势而行。

1 月 5 日晚，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
团总院接到通知，需即刻组建一支 4 0 人
的核酸采样队伍支援郑州。随即，该院党

委在全院范围内发起号召，望有志带头冲

锋陷阵、攻坚克难的“白衣战士”们，主动

报名、积极请战。

征集令一出，2 0 分钟报满，一个小时

内收到 1 00 余名医务工作者的报名信息。
经选拔后，援郑核酸检测突击队的 4 0 名
队员星夜集结、整装待发。队伍集结后，集

团总院疫情防控工作小组预防控制组，连

夜在门诊六楼会议室，对全部队员进行出

征前的加强培训与严格考核，确保驰援质

量。

1 月 6 日上午，为了让核酸检测突击

队员们温暖出行，在该院的号召下，各科

室纷纷将自己最好的棉衣贡献出来，甚至

有些科室将全部棉衣拿出来，宁可自己不

穿也要保证突击队员的温暖。在大家的无

私奉献下，短短两个小时，4 0 件棉衣全部

到位，让出行的核酸检测突击队员们，身

暖心更暖。

“这次出征，我们 1 00 多人，虽然来自
不同的医院，但作为汝州医务人员的代

表，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团队，大家分

工协作、互帮互助，圆满地完成了每天的

采样任务，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一致好评，

没有给咱汝州人丢脸。”作为此次汝州援

郑核酸检测突击队的队长，市第一医疗健

康服务集团总院检验科执行主任路红斌

像一位大家长一样，事无巨细地安排着所

有工作。从入驻当夜成立临时党支部、划

分党小组、发挥党员引领作用，到细致入

微地完成对接协调工作及所有队员的后

勤保障，哪里需要他，哪里就能看到他的

身影。

最美“跪姿”

“我们跪着，他们才会比较舒服”。汝州

援郑核酸采样突击队医务人员跪地给孩子

们进行核酸检测采样，当地幼儿园老师看

到这一幕被感动，随手拍下了几张感人的

照片。

自本轮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市第

一人民医院护士宋佳音、毛海旭始终坚守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这次她们又成为援郑

核酸检测突击队一员，1 月 7 日凌晨 5 时

就奔赴采样点支援。

“这次疫情，对于我们来说，虽然少了

一份和家人的团聚的机会，但多了一份坚

守和责任担当。”宋佳音说。

“来，小朋友，嘴巴张大‘啊’，不要害

怕。”1 月 8 日，在荥阳市广武镇核酸采样
区，汝州援郑核酸检测突击队的医务人员

跪地给小朋友们采样。

“小朋友不要怕，这样我就和你一样

高了。”“天使”甜美的声音，消除了小朋友

内心的恐惧，他们乖巧听话地张大嘴巴，

配合核酸采样。

“幼儿园都是小孩子，当时跪下来给

他们做核酸检测也没想很多，就是怕孩子

们会不舒服。这样也可以尽快完成核酸检

测。”来自市人民医院的护士张睿华说，自

己也是一位妈妈，最能体会到孩子们的感

受。

一名小男孩刚做完采样，就跟“天使”

互相比心，小朋友的这一举动，瞬间温暖

了在场的医务人员。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天使”们争分夺

秒蹲在地上吃饭。

一个个抗疫画面，让人充满力量；一

个个暖心细节，让人深深动容。

“最美医护人员！”“为汝州医护人员

点赞！”“谢谢你们！”“看得我泪目了！”汝

州“天使”之跪，让当地市民纷纷“破防”，

竖指点赞。

据路红斌介绍，1 月 7 日，荥阳市广
武镇开展第三轮大规模核酸采样工作，激

增的样本给医务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工作

量，他们换人不换岗，持续工作到深夜，当

天共完成采样 5.5 万余份。

战“疫”利器

随着汝州“天使”一起“出征”的，还有

战“疫”利器———我市首辆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检测车也随行郑州，首次启用。

这款一体车秉持“平战结合”理念，在

防疫期间发挥应急移动发热门诊作用，不

仅可灵活快速直达社区、乡镇、车站和机

场等区域，更能提供 60 分钟即可现场出
结果的“核酸快检”服务，大大增加了核酸

检测效率。

在援郑的 3 天时间里，这辆移动核酸

检测车共完成了 1 000 余管，1 万人次的
检测量，检测结果全部阴性。

几天来，援郑核酸检测突击队员们的

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市人民的心。

他们认真消毒，规范操作，全力保障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他们弯着腰半

蹲屈膝。用各种最美的“医务蹲”为群众核

酸检测。

防护装备下，是被汗水一遍遍打湿的

脸和一道道泛红的勒痕，发型虽然凌乱

了，但挡不住她们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美。

1 月 8 日，我市援郑核酸检测突击队

采样路上的视频一经发出，便收获了网友

们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留言：“你们是汝

州人民的骄傲”“在郑州的汝州人，为你们

点赞，加油！”“为汝州的白衣天使点赞，祝

你们早日凯旋！郑州加油”等，让人心头暖

暖。

最新消息，当前我市援郑核酸检测突

击队顺利完成荥阳市广武镇和巩义市米

河镇的核酸检测任务，转战到郑州市金水

区开展核酸检测工作。等待他们的，将又

是一场“苦战”，但他们表示，不管未来还

有几轮核酸检测任务，一定不辱使命、坚

决圆满完成任务。

战无惧，归无恙，助“检”有我！虽然是

数九寒天，但援郑核酸检测突击队的队员

们却从不言苦，从不退缩，他们用实际行

动扛起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的

使命担当。他们用实际行动描绘汝州温

度、郑州速度、中国力量的绚烂色彩。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张乐乐 王文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