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二责编：吉文艳 刘婷 组版：轶敏 文波 校对：张晋 小伟 20222022年年99月月22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22
专刊部电话：2386292

更加耐心细致精准落实防控措施 全力以赴夺取疫情防控最终胜利

市民朋友们：
经过全体市民同心协力、守望相助、并肩作战，

全市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还没有完全胜
利，越是到最后关头，越不能放松，稍有疏忽，将前功
尽弃、功亏一篑。

虽然社会面清零多日，封（管）控区域也有序降
级，但病毒传播力广、隐匿性强，疫情反弹风险依然
存在。为确保风险区降级解封万无一失，安全复工
复产，恢复正常生活，希望大家无论身处哪一个风险
区，不让出门的坚决不出门，不让出区的坚决不出
区，不让聚集的坚决不聚集，核酸检测一次不漏。特
别是解除集中隔离返家人员，要第一时间在社区主
动报备，居家不外出，做好健康监测，及时报告身体
异常情况。这都是从疫情防控大局实际出发的审慎
之举，请务必理解、包容、支持，严格遵守管控规定。
如有特殊需求，可拨打便民热线，我们将一如既往全
力做好便民服务和应急保障。

近期，仍有个别市民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履
行疫情防控法定义务。有的不按要求佩戴口罩，有
的违反“静态管理”规定擅自外出，有的不配合核酸
检测等，给疫情防控带来了风险隐患，公安机关已依
法给予罚款、拘留等处罚，大家要引以为戒。

希望大家保持定力、再接再厉、一鼓作气，走
好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奋力夺取抗击疫情的
全面胜利！

商洛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
2022年9月1日

冲刺疫情防控全胜告市民书

“你好！这是 12 号楼的核酸检测物
资，请带好！祝你们工作顺利！”9 月 1 日
凌晨 4点多，在市区江南小区东区疫情防
控工作临时办公室，市委党校下沉干部
沈阳对医护工作人员说。当日，是该小
区从高风险区降为中风险区的第一天，
沈阳像前一段时间一样凌晨四点就起了
床，将当天小区核酸检测需要的 900 多
件核酸采样管和 200 多件（套）医用防护
服、医用防护鞋套、N95 医用口罩、医用
隔离防护面罩等医疗物资按楼栋分发给
负责核酸检测的各组医护人员，保证了
小区核酸检测工作的顺利进行。她工作

细心周到，待人热情，受到了小区专班组
干部的好评。

8 月 22 日凌晨 3 时，还在睡梦中的
沈阳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她在
迷迷糊糊中接通电话，是市委组织部的
电话，让她即刻收拾一下，赶到高风险
封控区江南小区东区临时党支部报到，
参加一线疫情防控工作。沈阳一骨碌
爬 起 来 ，带 了 两 身 换 洗 衣 服 和 洗 漱 用
品，让朋友用摩托车把她送到了江南小
区东区。

沈阳报到后，根据专班组安排，她主
要负责医疗物资的收、分、发和登记，她

每天按时清点所缺医疗物资，并及时上
报保供办，保证医疗物资充足。同时，她
还负责封条和宣传单的分发以及宣传资
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江南小区东区有
28 栋楼 102 个单元 1050 户 2340 人，沈
阳核对完小区楼栋和户数、人数，为保证
医疗物资发放快捷有序，她就把每天所
需医疗物资按照 900 个核酸采样管和
200 套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鞋套、N95
医用口罩、医用隔离防护面罩、一次性帽
子、一次性鞋套等分出来，按照楼栋打上
编号，医护人员领取物资时井然有序，做
到忙而不乱。

每天发放完医疗物资，她帮助医护
人员穿医用防护服，做好消毒，并将每个
核酸采集组所用的垃圾袋、酒精分发给
大家。由于人手不够，哪里需要她就到
哪里，她主动帮助包楼栋干部给隔离在
家居民送菜、收集垃圾。沈阳还发挥自
己特长，将日常防疫工作拍摄制作成短
视频在抖音上播放，尤其是她把大家用
一次性垃圾袋改成雨衣冒着大雨给小区
群众送菜的场面制成短视频在线上播
出，场面令人泪目，感动了无数网友。

沈阳坚守在江南小区东区抗疫一
线，她父亲有病也没有时间回去。她只
有利用晚饭的空隙给父亲打电话问候。
因为疫情防控工作太忙，送餐时间没有
准点，她经常吃冷饭，实在不行就泡碗方
便面将就一顿。

沈阳说：“作为党员，参加一线疫情
防控工作是我的责任。虽然每天只有 4
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我一想到自己是
党员，必须起带头作用，就义无反顾。”

坚守“疫”线践初心 真情服务写忠诚
本报记者 贾书章

连日来，我市疫情牵动着每个人的
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商州区城
关街办西关社区吴家巷封控区，一群年轻
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冲锋在了疫情防控最
前线，王俊凯就是其中的一员，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青年党员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老婆，我这边缺办公用品，你帮忙
送过来，最近回不来，照顾好自己和孩
子！”8 月 23 日凌晨 5 时，天还没亮，王俊
凯就到了西关社区吴家巷封控区，他发
现现场没有办公设备，便立即联系家人
把电脑和打印机送到了封控区路口，在
应急帐篷中搭建简易办公区，加班加点
完成工作专班各种数据档案资料。“吴家
巷共有 231 户 462 人，区域面积大，自建
房及租户多，本地居民和外来租户掺杂，
人员结构复杂，背街小巷多，疫情防控难
度非常大。”王俊凯说。为了积极响应组
织号召，市直单位、商州区北宽坪镇政府
的 45 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疫情防控一
线，成立临时党支部，组建西关社区吴家

巷封控区疫情防控专班，深入社区敲门
入户，全面摸清封控区人口底数，宣传高
风险区管控规定，张贴“十字封条”，对封
控区实施 24 小时轮流值班，实施静态管
理严防人员流动。

当天下午 3时，一辆大货车将 230多
份物资送到了吴家巷封控区路口。王俊
凯和十几名同事开始搬运物资，由于天
气炎热，防护服下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浸
湿，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搬运，米面油、蔬
菜包等物资全部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大
家没有休息，又重新回到各自岗位值班、
巡逻。8 月 24 日凌晨 12 时，封控区一名
5 岁女孩突发高烧，肚子疼痛难忍，在封

控区值班的王俊凯接到群众求助后迅速
向专班领导汇报，大家分头联系医院和
救护车辆，将孩子送至医院进行治疗，并
于凌晨 4 时将孩子平安送回家中。8 月
25 日上午 9 时许，一名孕妇身体出现状
况，王俊凯在汇报专班组长王金峰后，积
极协调专用转运车辆“点对点”接送，20
分钟内把孕妇送到了医院就医。吴家巷
封控区疫情防控专班的暖心服务，让疫
情防控有力度更有温度。

每天，王俊凯与同事都会接到很多
电话，有需要买东西的、有询问当前疫情
情况的，每一个电话大家都会认真回复，
他们通过微信、短信等形式收集居民需

求，保障封控区的居民基本生活。
“信念支撑我们坚持，累的时候，我

们相互鼓励，我们必定能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战。”王俊凯和同事们坚守岗位、并
肩作战，用真情守护群众的平安，他们舍
小家为大家，勇敢逆行，用最坚决的态
度，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青年党员冲在前 防疫一线显担当
本报记者 方 方

根据当前新冠疫情防控需要，按照《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相关规定，经综合研判，
商洛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研究决定，自 2022 年 9
月 1日 17时起，调整风险区域如下：

一、高风险区降为中风险区（1个）
商州区（1个）：东关木器厂 2 号楼、6 号楼。实

行“足不出区、错峰取物”等管控措施。
二、中风险区降为低风险区（39个）
商州区（28个）：惠民小区、泰宇时代小区、市交通

局家属院、西背街民居群、全兴紫苑小区、市自然资源
局及家属院、金街鑫都小区、公园天下小区、亨通苑小
区、文卫路南段信合家属院南楼、矿司巷运管所家属院、
张坡社区6组、文卫路南段潼关肉夹馍店、民生路外婆
家煎饼屋、州城路工农路东南兰州拉面馆、上洛味道、
商丹园区秦岭云大数据公司员工宿舍食堂、华莱士江
南世纪城店、泳乐健游泳馆、丹江一品小区 2号楼、新
爱婴幼托中心、吉家烧烤（威尼斯水城店）、名人街邮政
局家属院4号楼、杨峪河镇房湾村五组（秦某家）、牧护
关镇秦关村、牧护关镇（秦关）丰盛羊肉泡馍馆及周边
建筑、东关木器厂居民区除2号和6号楼以外区域（包
括临街门面房）、工农路平安巷。

商南县（11个）：东岗村小河组、金福湾社区 20
栋、小程烧烤、大润发超市、湘河公社饭店、渔小鲜海
鲜店、丰禾新城西单元、音乐之声 KTV、花园酒店、
老西街饭店（开源路）、富水镇茶坊村一组。

以上区域实行“个人防护、避免聚集”等防范措施。
特此通告。

商洛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2022年9月1日

商洛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关于调整风险等级的通告

（第25号）
先 锋 谱

抗 疫

9月1日，丹凤县防肺办督查组深入部分镇村及县界交通卡点，对来丹返丹人员排查管控、重点人群核酸
监测、信息化建设、窗口单位及重点场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筑牢疫情防控线。

（本报通讯员 樊利仁 摄）

（上接1版）
第一次建设方舱医院，一切都要从零起

步。投入使用后，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完善。商
洛市中心医院医疗队和西安市交大一附院医疗
队在接管方舱医院后，第一时间建立联合工作
机制，成立方舱指挥部。指挥部从组织架构、制
度流程、人员安排、医疗救治、院感防控等各方
面进行了周密部署，并制定了医疗及生活物资
保障制度，确保药品和物资保障到位。

刚开始入驻方舱医院时，物资紧缺、人员不
足，方舱医院医疗队的队员们就身兼数职，担当
起搬运工、辅导员、维修员等各种角色，投身各
种各样繁杂的工作中：有的在接诊时不停地安
抚患者的紧张情绪，有的拉着板车吃力地拖运
物资，有的站在大雨中维修漏水屋顶……经过
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工作，制度建立了，工作顺
畅了，秩序变好了，病人的情绪也稳定下来了。

方舱医院收治的大多是轻症患者或无症状
感染者。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
九版）》，患者治疗以口服中成药方剂为主，并

“因人施策”配备相应其他药物。“根据收治患者
具体情况，我们快速进行检查分型，规范进行症
状监测，及时进行对症处理。”陈建玲详细介绍
道，对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进行重点监测、重
点护理、重点治疗；对符合转院条件的患者及时
转入定点医院，确保每一位患者监测到位、护理
到位、治疗到位。

疫情是一场大考，检验着每一个人，越是危

难时刻，越是重任在肩，越需要党员干部践行初
心和使命，以昂扬的状态阔步向前。在方舱医
院中，正是有了这样一群顽强拼搏、砥砺实干的
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所有的医护人员才能勠力
同心，一起筑就了疫情一线的红色堡垒。

爱满方舱

在方舱医院里，每天都上演着温暖人心的
故事。

开舱伊始，商洛出现接连的高温天气，方舱
医院院区，虽然空调开足马力，但舱内所有患者
仍感觉闷热不适。

“怎么办？这样下去患者的情绪肯定会受
到影响。”陈建玲心想，只能用物理降温来缓解，
经过多方协调，市体育局从西安购回 2 吨冰
块。看着整整一车的冰块送到方舱医院，陈建
玲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紧皱了起来：“人员有限，
要在几个小时内将冰块运送到舱内，靠我们医
护人员是不现实的。”

“发动舱内患者成为志愿者吧！”陈建玲和
大家商量后，在病区内，动员舱内一些无症状
感染者中的党员组成了第一支方舱医院志愿

者团队。曙光救援队在得知消息后，也迅速集
结，第一时间加入物资运送的队伍中来。在曙
光救援队、后勤物资保障人员和舱内志愿者手
拉肩扛下，当天下午五点多，两吨多的冰块全
部运送就位。

站在过道，感受着舱内久违的清凉，所有人
的嘴角都扬起浅浅的微笑。

每天早上七点，当很多人还在熟睡时，张先
生已经穿好鞋子，背着消毒液轻手轻脚地走在舱
内各个角落，仔仔细细地进行着消杀工作。“在这
样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能为大家做点事，很
开心。希望我们的服务，能让大家感受到温暖，
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回家。”张先生说。

在他的影响下，很多患者都主动亮明党员
身份，积极乐观面对治疗的同时，主动加入志愿
者队伍中，协助医护人员分发物资、拖地消杀、
取餐送餐、配合医疗队核酸采样等，不管大事小
情，他们都冲在前。

“心愿墙的设计弄好了吗？”在采访间隙，陈
建玲问起舱内心愿墙的布置进度。

“已经好了，马上就可以去布置，很多患者都
想赶紧把自己的心愿写在上面呢。”同事回答。

“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不仅在疾病治疗，更在

于心理‘康复’。”陈建玲转身给记者解释道：“当
前形势下，部分患者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情
绪很容易出现波动。这时候，给他们增加信心，
疏解焦虑，减轻心理上的恐慌尤为重要。”

为了打造“温馨方舱”，疗愈舱内患者的
“身心”，工作团队在积极救治患者的同时，针
对不同患者人群的需求，
不断完善舱内环境，加强
生活保障，提供多元化、人
性化服务，丰富患者的精
神生活。

医疗队不仅贴心地给
每一名患者提供遮光眼罩，
提高他们的休息质量，还购
置了围棋、象棋、跳绳等娱
乐工具，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的活动，让患者放松心情，
积极配合治疗。针对舱内
患者小朋友，他们还贴心地
为孩子发放儿童读物、儿童
玩具和零食包。

“ 再 苦 再 累 ，让 更 多
患 者 看 到 希 望 也 就 不 累

了。我希望更多的患者早日康复出院，也希
望更多的患者及家属能够理解医护人员，让
我们一起早日战胜疫情。”方舱医院综合办公
室主任石博说。

爱满方舱，守望相助，不忘初心，勇担使
命。商洛方舱医院的所有参与者和见证者正齐
心协力，努力拼搏奋战，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方舱
医院的动人故事。“不畏惧，不退缩、全力以赴、
冲锋在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这是方
舱医院医护人员、更是全市所有党员干部的坚
定信念。

方 舱 医 院 里 的 责 任 与 温 暖

本报讯 （通讯员 樊利仁 张 鹏）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丹凤县委宣传部立足职能，统筹做好线上线下宣传动员工作，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强大舆论支持。

丹凤县委宣传部及时组织县融媒体中心和县内有影响力的微
博、抖音、视频号及时播发中央和省市县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部署，
大力宣传个人防护知识。充分发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全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作用，组织丹凤县朝阳爱心志愿者协会等志愿
组织，累计为疫情防控检查站捐赠物资价值 20多万元，组织 2000多
名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政策宣传、文明劝导、秩序维护、双码查验、测
温登记、便民服务、“三无”小区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用一抹“志愿
红”守住群众的“健康绿”。

丹凤县委宣传部及时组建了县、镇、村三级宣传干部参与的“丹
凤县疫情防控新闻宣传工作群”，镇办、村（社区）及时在微信工作群
里发布疫情防控工作动态和新闻线索，县融媒体中心及时跟进采访
报道。同时，积极做好武关镇包扶村的疫情防控工作，10 多名党员
干部加强部门联动，与县委办、县融媒体中心等携手，扎实抓好惠安
家园小区、恒福雅苑“三无”小区的执勤值守、政策宣传、全员核酸检
测等工作。围绕全县防疫工作任务，选派 6名干部，充实加强县防肺
办、县汽车站执勤点、雷家坡检查站、武关村驻村防疫等工作，为全县
疫情防控作出应有贡献。

丹凤县委宣传部强化抗疫宣传

西安交大一附院和商洛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为商洛加油鼓劲西安交大一附院和商洛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为商洛加油鼓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