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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李 冬 刘亚
敏）日前，装有12万毫升红细胞的冷链运输车，从
洛阳市中心血站出发，紧急驶往郑州。

连日降雨导致多地受灾，郑州的灾情尤为严
重，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血液库存已降至警
戒线以下，临床用血出现紧张情况。“全省血液联
动应急保障预案启动后，洛阳市中心血站紧急调
拨12万毫升红细胞支援郑州。”洛阳市中心血站
副站长朱丽莉说。

洛阳市中心血站也呼吁社会爱心人士，积极
参加无偿献血，保障全市和郑州临床用血需求。

灾后防疫 我们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7月25日下午，记者
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自7月22日全面启动灾后消杀防疫工作以
来，目前郑州市已经组织消杀队伍1704支，消
杀面积4761万平方米，及时有效应对灾后可能
出现的传染病疫情。

截至7月25日12时，郑州市已组织消杀队
伍 1704 支，开展消杀 4290 次，出动人员 53286
人次，投入药品18292公斤，投入器械10235台，
消杀点位 38416 个，消杀面积 4761 万平方米，
主要包括居民楼院、垃圾中转站、公厕、游园、
农贸市场、道路、工地、积水点、临时安置点、受
灾村庄及养殖场等。

汛情期间，郑州市受损养殖场（户）共336
家。从 7 月 20 日起，郑州市共无害化处理猪
7433头、牛2头、羊78只、禽6.58万只；共消毒
573场次，消毒面积56.9万平方米；共监测重大
动物疫病数量170项次，排查养殖场（户）800场
次，补免补防畜禽860头。截至目前，郑州市未
发现传染病聚集性疫情发生。

本报讯 自 7 月 17 日以来，平顶山
市持续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山
洪和内涝，群众受灾严重。平顶山市卫
生健康委迅速行动，多措并举，积极开
展救灾防病工作。

7月20日晚，平顶山市启动防汛Ⅱ
级应急响应后，市卫生健康委连夜紧急
部署，抽调各医疗卫生单位精干力量，
组建紧急医学救援、传染病防控、中毒
处置、饮用水安全等7类15支卫生应急
队伍，赶赴灾区开展救灾防病工作。目
前，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开展了安全
隐患排查，并对办公场所、车辆、设备以
及药品储藏地进行了检修完善，卫生应

急队伍和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疫情监
测等各项工作运转正常。

7月23日，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组
织市、县两级疾病控制机构专业技术人
员，组建卫生防疫小分队奔赴受灾乡
镇，对食品和饮用水进行安全检查，对
过水房屋和积水退去的路段进行全面
消杀，对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重点
部位和垃圾中转站、公厕等重点场所进
行预防性消杀。在确保不影响群众生
产生活的情况下，各卫生防疫小分队和
卫生应急队伍采取进村入户的方式，对
受灾村农户进行了现场指导，手把手指
导受灾群众做好环境消杀、家具消毒、

餐饮具消毒、井水消毒等灾后防病工
作。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根据各县
（市、区）防病工作重点，因地制宜，采
取针对性措施，加强对灾后肠道传染
病、虫媒传播疾病、人畜共患病、自然
疫源性传染病等防治技术指导；充分
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和微
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广泛普
及汛期传染病、虫媒传播疾病防控知
识，教育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提高群众的自我防病意识和环境清洁
意识。

（杜如红 于万兵）

本报讯（记者高志勇 通讯员王 雁）近
日，为进一步做好洪涝灾害后卫生防疫工作，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多措并举，积极应对，确保
大灾之后无大疫。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成立防汛应急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卫生防疫组、医疗救治组、后勤
保障组，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全市医疗卫生单
位强化值班值守，卫生健康系统所有人员 24
小时待命，随时参与灾后救援和防疫工作。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从市直医疗卫生单位
抽调 35 名专业人员，成立了 7 支卫生防疫小
分队，分别对接浚县、淇县、淇滨区、山城区
（宝山区）、鹤山区、开发区和示范区，指导开
展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疫情研判、消毒消杀
工作，目前已组织县（区）专业人员开展了灾
后饮用水消毒、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共组建 4 支市级紧急
医疗救援队，共130 名队员、12辆救护车，1支
传染病防控队（30 人）、5 辆应急车辆，均配备
了充足的医疗物资，提前举行洪涝灾害应急
演练，24 小时应急值班值守；组织 15 支医疗
救援小分队，入驻全市 15 个集中安置点，开
展医疗救援工作，并对安置点进行严格的消
杀。

全市医疗卫生单位通过微信群、微信公
众号、网站广泛发布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消毒
消杀、饮用水安全、食品卫生、个人卫生和环
境卫生等卫生防疫防病知识宣传。截至目
前，全市先后编发约150万条手机短信提醒。

全市共设置102个水质监测点，专业人员
深入基层开展水质采样，针对灾后农民自备
井用水问题，建议以户为单位，相对集中供
水，并对90余份水样进行了全面检测；针对受
到污染的水源及时指导消杀，及时发现并妥善
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

本报讯 近日，许昌市卫生健康委
成立防汛救灾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医疗
救治、疾病预防控制等6个专业组，统筹
做好全市灾后防疫防病工作。

许昌市卫生健康委要求，全市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执行法定传染病
审核上报制度，加强传染病疫情特别
是肠道传染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监测报告和管理，密切关注疫情
动态，做好疫情分析、评估和预警，做
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加强自来水厂和饮用井水的监
测，对因暴雨、洪水等造成的大面积水
浸泡、饮用水井和自来水水厂受污染等
次生灾害，制定相应的疾病预防控制方

案，指导并开展消杀灭工作。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加强急诊力

量，做好现场救护、血液储备、开通绿
色通道收治伤员等各项准备工作，备
好急救药物、器械、病床、担架、救护车
辆等物资，密切关注防汛态势，及时对
因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等造成的受
伤人员开展医疗救治。疾控机构准备
好充足的防疫消毒药品和消毒器械、
快速检测器材和试剂、卫生防护用品，
确保应急状态下“拿得出、用得上、效
果好”。

洪水退后，许昌市发动水淹地区的
村庄和群众，深入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积极清理房前屋后、屋顶楼台、村庄

道路、畜禽圈棚、楼道、地下车库、垃圾
容器等重点部位垃圾杂物，彻底清理村
庄内粪坑、池塘、河道、排水沟，清除漂
浮物、畜禽尸体和杂物，不留卫生死
角；动员全社会开展以环境整治为主、
药物消杀为辅的病媒生物综合治理，翻
盆倒罐，清理垃圾杂物、卫生死角，消
除病媒生物滋生环境，有效控制病媒生
物密度，防止病媒生物性疾病传播；对
暴雨过后受灾的村庄、河道、沟渠、暴
露垃圾点、畜禽尸体等污染的区域，全
面开展消毒消杀工作，彻底消除各类疾
病传播隐患，预防暴雨过后受灾区域疫
情发生、传播。

（王正勋 侯林峰 时 歌）

“让女士先走！”“她快不行了，让她先
走。”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张胜男至
今记得，在漆黑一片的车厢里，迷迷糊糊中
听见身边人的喊。

张胜男明白，那是生死关头，别人把生
的希望给了自己。

7月20日，在令人揪心的郑州地铁5号
线上，张胜男作为亲历者，也是施救的医务
工作者之一，见证了随后展开的生死大营
救。

当天，张胜男像往常一样乘坐开往沙口
路方向的地铁5号线回家。其间，地铁多次
临时停靠。

张胜男回忆，地铁又一次停靠后，水开
始从地铁门缝里流进车厢，慢慢水流越来越
多，列车长组织所有人朝一个方向走，并打
开两个地铁门，组织大家沿着隧道往前走，
但水流太大，大家又返回了车厢。

“很快，车厢里的水越积越多，水深到人
胸部，而车厢外面的水高过头顶。”张胜男
说，“积水不断增加，车厢里开始缺氧，大家
的呼吸变得急促。”

这时候，有人用灭火器将高处的玻璃砸
碎，大家的呼吸变得舒畅一些。

有人向外界发出了求救信息。但等待
救援的每一秒，对车厢里的人来说都是煎
熬。

“救援人员马上就到，大家坚持住。”这
时候，有乘客接到消防人员电话，大声把好
消息传递给大家。随后赶到的救援人员，让
被困乘客看到了希望。这时候，受洪水冲刷
的地铁发生倾斜，车厢已经移位，距离月台
还有距离，救援人员挨个救出乘客。

由于缺氧时间太长，张胜男头痛得厉
害，意识渐渐模糊。

“让女士先走。”“她快不行了，让她先
走。”迷迷糊糊中，张胜男隐约听到旁边人在
喊。

随后，张胜男被人群推到了门口，被救
援人员拉到了隧道边。张胜男拉着隧道里
的管道踉踉跄跄中踩着救援人员用橡胶带
铺好的“桥”，上了站台。

“我是急诊科护士，我要留下来救人。”
在站台的座椅上喘了一会儿后，张胜男

看到越来越多的乘客被救出。
一位女士被抬了出来，嘴里一直在吐

粉色的泡沫痰。一位身穿白衣的男士在做
心肺复苏（后来得知该男士是郑州人民医
院医生于逸飞），张胜男赶紧过去进行人工
呼吸。

随后，被抬上来的几位女士，情况都不
容乐观。有着 10 多年急救经验的张胜男，
一边做心肺复苏，一边告诉旁边的人动作要
领，争取救治更多的人。

作为急诊科护士，张胜男已记不清多少
次出急诊，救助危重症患者，但从来没有像
这一次这样让她揪心。

“这样下去不行，这些人急需更专业的救治。”陆陆续续
救了9个人后，张胜男拨打了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调度室的
电话，说明地铁里的危急情况，请求急救车支援。

“有没有医生，这里有人晕倒。”听到喊声的张胜男赶紧
从地下二层上到了地下一层，协助即将晕厥的女士平躺，旁
边有人给患者喂了点儿含糖饮料，张胜男一边告诉患者深呼
吸，一边抱住患者瑟瑟发抖的身体，并向旁边人要了棉大衣
包裹住患者，直到120急救人员将患者抬上了担架。

“我是急诊科护士，我要留下来救人。”当张胜男下到站
台继续救其他乘客时，工作人员让张胜男赶紧上去，张胜男
请求留下来救人。

考虑到张胜男已经救治了很长一段时间，工作人员把张
胜男强行扶到了地下一层安全地带休息，阻止其再下到地下
二层。

张胜男就在楼梯口等待，等来了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同
事，等来了从15公里外走走游游涉水冒险赶来寻她的爱人。

随后，张胜男被120急救车送到了河南省儿童医院东区
医院急诊抢救室。

直到吸上氧气，张胜男才觉得呼吸变得舒畅。这时候，
疼痛感袭来，原来一直跪着做心肺复苏她的膝盖早已经瘀
青。

“作为一名护士，救人是本能，其实没啥好说的。”7月24
日，死里逃生的张胜男仍感觉像做梦一样，回忆地铁上的经
历，张胜男泣不成声。对于被救起后再去救人，张胜男觉得
那是医务工作者的本能反应。

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讯员刘占
锋）7 月 20 日，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
郑州，巨大的降雨量带来了严重的城市内
涝。受暴雨影响，郑州多地用电受到影
响，河南省疾控中心门诊部也不例外。

当前正值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持续全
力推进阶段，省疾控中心门诊部存放有

大量新冠病毒疫苗和其他各类疫苗。停
电后，门诊部负责人急切地向省疾控中
心寻求冷链车应急救助。此时，特大暴
雨仍在继续，郑州城区内的道路积水十
分严重，很多车已经被水淹没，甚至被冲
到路边的花坛中，行车难度极高、危险极
大。面临着天气恶劣、路况不明等危险

情况，省疾控中心退伍老兵陆军主动请
战，驾驶冷链车从大雨中冲出，驶向门诊
部。

平安大道走不了，就走龙湖外环路，
黄河路立交桥走不了，就掉头走农业路立
交桥……就这样，他一条路一条路摸索着
前进。从当天17时30分到23时30分，原

本只要不到30分钟的车程，陆军用了整整
6小时才走完。

到达门诊部的那一刻，陆军和在门口
等待的同事们异口同声说：“总算到家
了”。随即，他们投入了紧张的疫苗转运
工作中，随着最后一盒疫苗被放入冷链
车，疫苗安全了。

本报讯 受连续降雨和上游泄洪影响，新乡市迎来第二
次洪峰，卫河等河道水位上涨，部分河段出现外溢，7月24日
下午，卫河等河道同时出现洪水漫堤，涨满市区部分路段。

新乡市政府紧急吹响了抗洪的集结号，面对危难险情，
新乡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党总支书记王继东迅速反应，待命中
的党员干部抢险队员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加入抗洪抢险队
伍，抵御洪灾。

洪水顺着新乡市新中大道一路南下，淹没了周边道路，
新乡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办公大楼受到了严重威胁。王继东
迅速调度，新乡市卫生计生监督局30多名同志克服种种困
难，回到单位，紧急搬运救灾物资，持续加大查险力度，不断
排查安全隐患，填充沙袋（如下图），设置防洪板，在新中大道
围堵洪水，加强防范，做好处置洪涝灾害的应急工作。

夜幕降临，经过6个多小时的奋战，大家终于按照计划完
成了各项任务。新乡市卫生计生监督局提醒大家做好灾后
防疫消杀工作，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工作，坚决打赢
这场抢险救灾硬仗。 （靳媛媛）

平顶山：防疫小分队奔赴受灾乡镇

鹤壁：

多举措积极应对

郑州：

组织1704支消杀队伍

许昌：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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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洪救灾 他们冲在前

近日，平顶山市防疫小分队奔赴受灾乡镇，入户开展消杀工作。 杜如红 于万兵/摄

30分钟的车程 他们用了6小时

7月24日10时，河南省人民医院综
合重症监护室一病区，一名特殊的重症
患者叫住了他的主管护士沈洁。

“姑娘，能帮我一个忙吗？在你们医
院的帮助下，我刚经历了死里逃生，今天
对我来说就是重生，所以我想补过一个
生日。”

这是一位71岁的老人，是7月22日
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通过直升机
转运至河南省人民医院的重症患者之
一。

经过综合重症监护室一病区医务人

员一天两夜的全力治疗，老人的病情有
所好转。这时，他才告诉医务人员 7 月
23日是他的生日。

沈洁将老人的愿望告知其家人后，
老人的儿子很激动，当即拿出了早就准
备好的礼物：一件崭新的衣服，并写了一
封信，托沈洁转交给父亲。

主管护师刘欢及护士丁楠楠则为老
人准备了气球，写上了“生日快乐”的祝
福语。

病区多名医务人员得知这一消息
后，在忙碌间隙，一起围在病床边为老人

唱起了生日歌，跟随着旋律，老人轻轻地
挥动着手里的气球。

“叔叔，这是您儿子送给您的生日礼
物，等您出院了，一定要穿上这件新衣服
啊！”沈洁将礼物展示给老人看。

刘欢为老人念了儿子的信。听完，
老人高高地竖起拇指向医务人员表示
感谢，激动地说：“是医院救了我，而且
还不止一次，这次直升机转运让我终生
难忘！我要努力康复，我和孙子有约
定，等他考上了大学，我一定要亲自送
他去上学！”

“我想补过一个生日”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梁雅琼 史 尧

12万毫升血液
驰援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