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全程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5月 5 日以来，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郸城县四大医健集团发挥自
身特色优势，不分昼夜加紧熬制防疫中药汤剂，将中药汤剂第一时间发放
给该县隔离人员及一线医务人员服用。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张洋 摄

服务居家隔离 医院公布热线
本报讯（记者 徐松）近期，郸城县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为满足
疫情期间居民正常的就医需求， 郸城
县医共体四大医健集团的县人民医

院、县中医院、县中心医院、县妇幼保
健院特设立 24 小时值班服务热线，有
专职负责人昼夜值守，负责解答问题、

就医引导、健康咨询、指导用药等。 县
人民医院 ：0394-967779， 县中医院 ：
18203942826， 县 中 心 医 院 ：0394 -
8727234，县妇幼保健院 ：15836255666
（妇产科： 王淼 13781215695， 史淑慧
13939443959； 儿 科 ： 赵 慧 敏

13525765918，张卫华 13253766826）。

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徐松）5 月 10 日下午，

郸城县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调度

会议。县委书记李全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县长董鸿主持会议，县领导常青、毛茹、
牛海燕、于健出席会议。

李全林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全县上
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疫情防控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正
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稳扛牢防控责

任，牢牢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根据近期
督查发现的问题，深入查找不足，补齐短
板，堵塞漏洞，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李全林要求， 要持续强化社会面管

控措施，继续保持静态管理，充分发挥网
格化管理机制的作用，科学调配力量，引
导居民自觉遵守防疫规定，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流动，为最短时间内捞干查清风
险隐患创造条件。 要科学精准落实分类
管控措施，切实做好集中隔离点疫情防
控工作和居家隔离管理服务工作，落实
一户一档 ，专人负责 ，绝不允许出现任
何闪失， 同时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做
好群众心理疏导，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
活和就医等需求 。 要根据疫情形势变

化，科学分析研判，及时调整防控方向、
防控重点和防控措施。 要加大督导检查
力度 ，严肃工作纪律 ，推动疫情防控措
施落到实处 ， 全县广大干群要坚定信
心，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坚决打好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董鸿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各乡镇
街道、 社区和责任单位要进一步完善网
格化管控机制，加强力量，强化措施，严
防人员流动，确保真正“静下来”。在开展
工作的同时要落实好个人防护措施。 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厚植为民情怀，科学
精准落实分类管控措施， 认真做好居家

隔离管理服务工作，坚决做到责任到人、
贴心服务，切实做到真隔离。 要科学处置
转运，做好各个环节协调配合，坚持日清日
结，持续做好隔离点储备工作。要持续开展
贴心帮扶行动，及时发布提醒信息，畅通群
众问题解决渠道。要坚持必胜信心，坚守防
控一线阵地，坚决落实防控举措，坚决完成
省市“一周内实现社会面清零、一个潜伏
期内圈住扑灭疫情”的目标。

常青对疫情防控督导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毛茹对社会面管控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牛海燕通报了全县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情况。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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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县集中隔离点的“硬管控”与“软服务”纪实
记者 徐松 文/图

隔离病毒不割爱 党群连心战疫情

“报告！我们隔离点新增隔离 0 人，
解除隔离 1 人，目前隔离 327 人，其中
密接人员 274 人、次密接人员 53 人，学
生 72 人、 陪护家长 64 人……”5 月 11
日 7 时，郸城县“益民安置小区集中隔
离点”信息员朱盈锟向县疫情防控指挥
中心隔离管控专班定时汇报。

隔离点，是阻断疫情传播的最后一
道防线，是抗击疫情的最前沿。 这里与
病毒的距离，可能近在咫尺。 这里与群
众的距离，一定是心心相印。

自 5 月 4 日全县疫情防控阻击战
打响以来，郸城县疫情防控指挥中心隔
离管控专班征用全县医院、宾馆、安置
房等场所作为隔离点，并建立隔离点储
备清单和梯次启用机制。郸城县委副书
记、县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常务副总指挥
王中红担任隔离管控专班组长，他要求
每一个隔离点成立临时党支部， 筑起
“红色堡垒”。 24 小时驻守隔离点的医
务人员、公安民警、县直单位工作人员
就是一群“钢铁战士”，他们不分昼夜、
不讲条件，履职尽责，任劳任怨，确保隔
离点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决定性

的作用。
“硬管控”守护隔离阵地
“我们严格贯彻执行河南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2.0 版），
并且结合郸城实际，创新实施‘党建引
领、挂图作战、通力协作、优化服务’的
工作模式，全县 21 个隔离点全部做到
‘八个一’，成立‘七个组’，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建起了一道道固若金汤的

防御阵地。 ”郸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建军说。
“中州集中隔离点” 外的一间活动

板房，既是该隔离点的“指挥部”，又是
该隔离点的临时党支部所在地。郸城县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建军是临
时党支部书记，郸城县乡村振兴局党组
书记、 局长杨光山是临时党支部副书
记。

在该隔离点“指挥部”门口，一个帐
篷、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是 24 小时坚
守的岗哨。 桌子上的一个个本子成为郸
城县隔离点设置的亮点， 这是该县创新
设置的“10项台账”。 “我们细化到哪怕
一只苍蝇从这里飞进去，都要留下记录；
内部人员需要一双筷子， 我们也会及时
提供，保障到位。 ”杨光山形象地比喻。

“深更半夜转来隔离人员是常态，
我们就是睡着了也得留一只耳朵听着

对讲机和电话。 ”值班人员孙永文说。
驻守也是“住守”。“指挥部”的成员

三人一组，白天门口坐两人值守，屋内
一人确保通讯畅通；晚上门口坐一人值
守，屋内二人临时休息。

记者随后来到位于郸淮路西段的

“唯爱酒店集中隔离点”，郸城县政协副
主席王岩是这个隔离点的分包县处级

领导干部。 一向工作严谨的他，根据隔
离点楼层、 房间数以及各通道情况，精
心布置了“三区两通道”，并且精准绘制
了隔离点功能区分布图，把大楼的房间
位置、通道位置、入住人员信息等标注
清楚。 在该隔离点的“指挥部”内，工作
人员“挂图作战”，大楼内部情况一目了
然。“指挥部”工作人员可以用对讲机与隔

离点内的医务人员实时沟通，可以通过监
控录像看到每个楼层的情况。再加上驻守
在“指挥部”的分包责任单位提供后勤保
障，内外协同，确保隔离点安全稳定。

据悉， 郸城县 21 个集中隔离点全
部落实“八个一”标准实现“硬管控”。即
由一名县处级领导牵头，负责一个隔离
点具体指挥联动；一个县直单位，具体
负责隔离点管理服务 ；一个专业医疗
集团 ，负责隔离人员核酸采集 、环境
消杀 、心理疏导 、物资供应 ；一个公安
专班，24 小时值班值守， 负责隔离点
内视频监控和隔离点周边安全保障 ；
建立一个临时党支部 ，充分发挥组织
作用 ；悬挂一面党旗 ，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 ；用好一套工作制度 ，确保
科学规范按流程操作 ；成立一支督导
队伍 ，由县纪委一名常委牵头 ，组建
工作专班，不间断督导检查，强化纪律
保障。

除了这“八个一”，该县隔离管控专
班为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集结所
有人员在每个隔离点成立“一办七组”。
即临时办公室，环境消毒组、健康观察
组、信息联络组、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
组、感染防控组、人文关怀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郸城县委副书记王
中红说，“站在隔离点临时党支部党旗
面前，我们都重温了入党誓词。 这就是
以责任和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的时刻。 ”

“软服务”情牵隔离人员
隔离点外，有县处级领导干部和县

直单位工作人员、 公安民警戴着红袖
章 24 小时值守， 成为隔离点的坚强后
盾。隔离点内，便是“大白”的主要阵地，
核酸检测、一日三餐、信息传送、情绪安
抚、解决需求……在疫情防控“硬管控”
之下，更需要温暖的“软服务”。

“我们这个‘交通集中隔离点’里都
是幼儿园的孩子， 虽然有家长陪同，但
隔离容易让小孩子焦躁不安。 再加上
每天都是‘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来做
核酸采样、送餐，孩子容易产生恐惧心
理。 我们特意为孩子准备了零食、儿童
书籍、小玩具，一下子拉近了‘大白’与
‘小宝’之间的距离。 ”郸城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张爱联是位女同志， 对于照
顾小孩子、处理日常工作，她更有心得。
把张爱联安排到该隔离点工作， 体现
了县隔离管控专班的良苦用心。

“其实这个宾馆原来是太康县隔离
人员的集中隔离点，4 月中旬我们才送
走太康县隔离人员。从 5月 5日下午接
到隔离任务， 我们重新组织小分队，7
个小时完成隔离点设置。 ”连续 6 天奋
战在隔离点， 张爱联每天的休息时间
不足 4 小时，喉咙已经严重沙哑，她没
有叫苦，反倒一直在称赞自己的同事，
“对于常人而言，隔离点工作是一份‘苦
差事’，但这群人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
有一个人退缩。 ”

“交通集中隔离点” 由郸城县医共
体第二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县中医院负

责提供医护服务。 该院抽调了有着 16
年医护经验的党政办主任李慧满作为

医护组长，从医院的内科、重症监护中
心、康复科、护理部等科室抽调 6 人组
成医护组。

“涉及科室越多， 医疗服务面就越
广。 万一隔离人员遇到身体不适，我们
能及时处理。 ”该院院长水新华说。 5月
10 日，在隔离点投入使用的第六天，有
些孩子开始向家长要零食、要玩具。 李
慧满发现这种情况后，及时向县中医院
领导汇报。县中医院报请县隔离管控专
班并立即得到批复。 随后，全县集中隔
离点内的每个孩子都收到了 “爱心大
礼包”。

与此同时，县隔离管控专班特别邀
请崔梅、崔军等 29 名心理咨询师，做好
孩子们的心理疏导。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工作人员，
你们真是太贴心了！你们辛苦啦！”陪护
的家长激动地表示。

“叔叔阿姨，我给你们跳支舞吧！送
给你小心心，送你花一朵……”隔离点
的房间内，孩子面对家长的手机镜头跳
起舞、唱起歌，向隔离点的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

集中隔离点既是抗击疫情的“特殊
战场”，又是隔离人员的“温暖港湾”，暖
心守护的背后彰显的是“郸城温度”。

21 个集中隔离点实时动态管理 ，
人员不停变化着。但是，不变的是“钢铁
战士”抗击疫情的决心，不变的是党群
心连心的温情。

与时间赛跑的“摆渡人”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志
刚 文/图）5月5 日以来， 面对严峻的
疫情防控形势，郸城县流调转运管控
专班迅速吹响号角，由公安、交通、卫
健等部门成立的 10 个转运小组统一
听从指挥，24小时轮班调度，争分夺秒
做好隔离人员转运工作，确保重点人
员应隔尽隔。

县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对转运工

作人员进行了流调转运防控专业技

术培训 ， 重点解读了国家和省关于
集中隔离场所及转运隔离管理相关

政策文件精神 ， 对转运隔离各环节
工作进行了全面讲解 ， 明确细化了
各类人群转运流程 ， 并对个人防护
知识、车辆及环境消毒技术等进行了

系统专业培训，确保了转运工作安全、
高效。

接到转运任务后， 各转运组按照
全链条闭环运行的要求， 第一时间梳
理核对流调转运人员名单， 提前对接
联系，查找推送的重点人员，指派转运
车辆接收，安抚隔离人员的情绪，与病
毒赛跑，从快转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给转运工作
增加了一定难度， 但各转运组秉承不
厌战、不侥幸、不松劲的工作态度，风
雨无阻，切实做到无缝对接、全程闭环
管理， 确保将隔离人员安全送达隔离
点 ，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
量。

萌娃胳膊脱臼 “大白”妙手复位
5月 8 日，郸城县中医院骨科医生王高峰、手术室护士于瑞在该县孔桥

社区进行核酸采样时，遇到一名儿童出现桡骨小头半脱位的情况，随后王
医生仅用几秒钟便让孩子的胳膊成功复位。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张洋 摄

郸城县委书记李全林（中）、县委副书记王中红（右）到隔离点指导工作

医务人员向隔离点内的儿童赠送“爱心大礼包”郸城县政协副主席王岩介绍隔离点功能区分布图

转运集中隔离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