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党旗

一抹“志愿红”贡献“统计力量”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请核酸检测

的同志往前走，有序排队。”“大爷，我来帮
您进行手机扫码登记”一次次提醒、一声
声叮嘱，温暖着每一位在寒风中等待的市
民。自全员核酸检测开展以来，在二七区
蜜蜂张街道京北社区9个核酸检测点，每
天都有市统计局的党员志愿者身穿红马
甲，在核酸检测的队列中忙碌穿梭。

郑州的冬天，寒风凛冽。市统计局党
员志愿者冒着严寒，每天早上7点准时集
结在分包下沉核酸检测点，与社区人员一

起搭建检测点，布置采样区、设置警戒线、
张贴一米标志线，对场地进行消杀，讲解
核酸检测流程，维护现场秩序，确保居民
群众安全、快速、顺利完成核酸检测，筑牢
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彰显党员本色，越
是关键时刻越要展现担当作为。统计局的
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用温
暖汇聚人间大爱，用担当彰显为民情怀，让
党旗在战“疫”一线高高飘扬，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着“统计力量”。

党员干部冲在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任翔）

为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郑州市郑开大
道绿化管理处党委在做好南环公园阵地
值守的同时，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应出尽
出，下沉社区、深入一线，切实做好社区志
愿服务和疫情防控卡点值守等工作，在实
战、实干中全面开启“能力作风建设年”。

截至目前，已组织 14人（次）到帮扶
社区二七区金水源办事处南岗刘社区参
加疫情防控登记、排查、宣传、消杀等志愿
服务，组织党员干部 12人深入防疫形势
复杂的最前线，24小时与社区和管控检
查服务点的人员一起，全力做好人员管
控、手续查验等。

共建抗击疫情 并肩守卫家园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老人家不会

用手机不要急，拿上身份证来引导台就
行，我们给您登记。”连日来，在杜岭街道
西里路社区西里路 146 号院核酸检测
点，市政协办公厅党员志愿者和社区工
作人员齐上阵，有条不紊地引导居民进
行检测。

面对新一轮疫情大考，作为西里路
社区的共建单位，郑州市政协办公厅积
极响应市委办公厅、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号召，立即启动“双报到”工作机制，由政
协正县级领导带班，机关 81名党员干部
排班，组成一支党员志愿者队伍，每日下
沉社区，投入到防疫战斗中，协助社区做
好楼院卡点“两扫一测”，宣传防疫知识，
提高居民的科学防疫能力，引导居民做
到科学防疫，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

“请排好队，保持一米距离”“小朋友，
注意不要碰检测操作台上的物品”“测完回
家记得洗手”……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中，

党员志愿者主动投身核酸检测点志愿服
务，协助社区进行采样点布置、居民信息登
记服务、现场秩序维护等防控工作。每天
从早上7点多到下午5点多，党员志愿者
一直站着为居民群众服务，不停地说话引
导，中间很少有时间休息，一天忙下来常常
声音都是嘶哑的。他们与医护人员、社区
工作者、志愿者等并肩战斗，筑起了一道守
卫家园的防疫屏障。

越是特殊时期，越是考验为民服务

底色，越是检验政治品质和能力作风。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我是党员我
先上”已经成为全体政协人的信念。党
员志愿者表示，只要疫情不退，便要冲
锋在前，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群
众，群策群力，勠力同心，共同创建“无
疫小区”、健康小区，为人民群众筑牢生
命健康的“安全线”，守护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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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里的执勤点：

因为责任 所以坚守

致敬“逆行者”
为抗疫一线工作者送春联
本报讯（记者 成燕）连日来，众多医护人员坚守在核酸检测一

线，与时间赛跑，为郑州构筑起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1月 12日，
郑州美术馆与中原区莲湖街道办事处联合开展致敬“最美逆行者”行
动，为支援郑州抗疫一线的南阳援郑医疗队送去大红春联和精美画
册，向“白衣天使”们提前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

活动现场，书法家们认真创作出一副副对联，赠送给南阳援郑医
疗队，对医护工作者昼夜奋战、舍身忘我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

春运从1月17日开始至2月25日结束

高速交警发布全省
各地市疫情防控政策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杨依璐）2022年春运
从 1月 17日开始，至 2月 25日结束，共 40天。今年受疫情影响，我
省提倡减少聚集、就地过年，较往年相比，今年春运人流、车流将会有
明显减少，但具有冬季特点的交通事故风险依然存在，安全要始终记
在心间、抓在手中。分析研判往年数据，结合今年实际情况，河南省
公安交通警察总队公布全省各地市疫情防控政策，为群众安全、便捷
出行，提供有力保障。

高速服务区设有快速核酸检测点

目前，高速公路服务区开辟19个快速核酸检测点：
京港澳高速：安阳服务区、原阳服务区、郑州东服务区、许昌服务

区、信阳服务区；
连霍高速：豫陕界服务区、洛阳服务区、郑州服务区、商丘服务区；
大广高速：濮阳服务区、周口东服务区、新县泗店服务区；
沪陕高速：西峡服务区、商城服务区；
二广高速：济源服务区；
兰南高速：兰考服务区、平顶山服务区、新野服务区；
宁洛高速：沈丘东服务区。

郑州疫情防控措施及道路交通预判

进入郑州市的人员，须持48小时核酸证明；郑州周边各个高速公
路、国省道入市口，对于中高风险区域来的人员和车辆，将进行劝返。

1月 17日至 30日，火车站、汽车站、高铁站、飞机场、高速公路上
下站口等区域，人流车流量增大。1月 29日、30日将迎来春节前的
出行最高峰；特别是 30日下午 18时至 22时，郑州周边高速公路出
城方向，将出现较大车流量。

2月 7日，农历正月初七，是春节假期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
早上7时至 9时，郑州陇海路、农业路高架桥、金水路西向东方向，中
州大道、三环沿线、嵩山路、中原路、花园路、经三路、黄河路等主干
道，交通流量大，请错峰出行。

安阳、许昌疫情防控措施

所有进入安阳市的省内低风险地区司乘人员查验行程卡、健康
码，行程卡无*标识，健康码绿码，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放行；省
外低风险地区司乘人员查验行程卡、健康码，行程卡无*标识，健康码
绿码，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放行。对中高风险地区司乘人员
就地隔离或劝返。

除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外的车辆和人员外，许昌市全域人员非必
要不出市，外来人员一律劝返。对因就医等确需外出的人员，由村
（社区）出具证明并做好审核登记。

防控措施会动态调整出行前请提前查询

除郑州、安阳、许昌等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其他省辖市对于低风
险地区入市司乘人员，要求查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行程
码、健康码。洛阳、南阳、信阳对省内入市司乘人员要求查验24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平顶山、焦作、漯河、商丘、周口、驻马店、济源
对中高风险地区车辆及人员原则上进行有序劝返。

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变化，各地疫情防控措施会进行动态调整，
请大家出行前提前查询当地疫情防控信息。夜幕下的坚守，让这座城充满温暖与希望

“我是二七区审计局的，在二七
区政府做流调，每天都是12个小时
以上！”21时 40分，街头人车稀少，
一位女士在执勤点熟练地扫码，称
自己每天都要出来工作，离开时还
不忘向民警和巡防队员告别：“你们
也辛苦了！”

“穿着防护服，根本都没法睡，闭
眼也没法闭，脱下来就浪费了。”一名
女士骑着电动车赶到了执勤点，她是

省直三院的医护人员，要赶到医院穿
上防护服坚守一整夜，巡防队员的问
候让她的话也多了起来。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始新的值
班，她说完工作的不易，笑着和巡防
队员互道“辛苦”，又骑着车子快速
向医院方向赶去。

夜已深，当大多数人开始沉浸梦
乡时，陇海路华山路口的执勤点前，
民警田璐依然在寒风中跺脚迈步，面

对着空旷的街道，步伐依然坚定。
温暖与期盼，无处不在！疫情

一线，执勤人员彻夜不眠，是为了让
更多人能够在家里睡个好觉，夜幕
中一天天的坚守，是为了让城市再
次被温暖与希望填满。

郑州，这座有速度、有温度的城
市，在那些忙碌身影的保障下，一定
会早日恢复往日的节奏。

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文/图

从日暮守候到日出，又从日出坚守到日暮！郑州街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坚守等待每一个早起和晚归的人，他
们用一句“辛苦了”唤醒彼此心底的那股暖意。

彻夜不眠，只为等待日出！疫情一线，那一个个执勤点，那一个个风尘仆仆的身影，每时每刻都在持续输出正能
量，用爱与期盼温暖和感动着一座城市。

道一声“辛苦了”，
致敬“疫”线“夜归人”

1月 12日 20时，陇海路华山路口北侧，林山寨派
出所民警田璐、辅警于江涛，中原区农委宋春安，中西
办巡防队员张明义、王红军、岳浩瀚形成了新的执勤组
合，6个男人分工有序熟练地问询检查、引导进出执勤
点的人扫码，其间安排好彼此的休息和轮换时间。

夜色之中，进出执勤点的不再是为了生活奔忙的打
工者，而是一位位风尘仆仆的“夜归人”，他们和坚守在这
个执勤点的人一样，很多人凌晨就要起床奔赴核酸检测
一线，但归家时行色匆匆的脸上依然是温暖。

“有证明，惠济区刘寨办事处的，刚下班，刚开完
会！”一位男士配合地接受检查后，匆匆地将车驶入华
山路，向家的方向驶去。

“中心医院的，明天要进封控区，去孕产妇定点医
院！要坚持到疫情结束，之后还要再隔离，才能回家。”
一名身穿羽绒服、头戴棉帽全副武装而来的女士，扫码
后骑着电动车迅速往家赶。她说：“我很珍惜和家人团
聚的时光，但下班还是晚了，没来得及给家里采购物
品，但为了让郑州街头再次充满温暖，我们这些‘大白’
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晚 8点到早 8点，下班的医护人员很多，比我们
还辛苦！”宋春安说，由日暮到日出，执勤点的每个人越
来越能理解责任的含义，他们希望用坚守温暖每一个
晚归的人，用一句“辛苦了”，为每一位“夜归人”点赞。

用警车送孩子快速就医，
民警让一线防控更有温度

“作业写完了？跳绳没？”“写完了、跳绳了！你啥
时候有空去奶奶家给我取《海南寻宝记》？”隔着手机屏
幕，民警田璐和儿子开始了视频聊天，温馨时刻他的脸
上满是笑容，短短几句对话让他忽略了冬夜的寒冷，也
让身边人感觉到了执勤点的温度。

4日以来，新一波疫情突袭郑州，林山寨派出所迅
速调配警力，第一时间组织民警奔赴一线卡点，全面负
责出入人员、车辆的疫情防控工作，全力防外溢、防输
入，全天 24小时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田璐
很快离家冲在第一线。

11日 13时，在管控岗上，昆仑华府小区一名孩子
生病急需就医，孩子父母向田璐求助，他当即向值班所
长汇报情况，查看孩子父母的核酸证明无异常后，立即
开启绿色通道，用警车将生病的孩子及其家长送往附
近医院。

“当时自己也没有多想，人的生命大于一切。我是
一位民警，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站出来。”面对孩子家
人的感谢，田璐说自己只是千万郑州人中的一员，网上
大家都在称赞郑州疫情防控“有速度、有温度”，自己坚
守一线不但要负起防控责任，更要让市民感受到这座
城市的温度。

执勤人员冷风中跺脚取暖，让送茶女孩泪眼蒙眬

21时许，一辆汽车停在了执勤
点前，女孩艾君打开车门，迅速将手
中的姜茶送给执勤人员，她说：“我们
志愿者就是有把子力气，熬了一下午
的姜茶，就是为了晚上送到执勤点，
给抗疫一线的‘战士’送去温暖。”

“腊八节我们送腊八粥，平常就
送姜茶，就是为了给大家驱寒。”艾
君是河南防疫联合行动组的发起人
之一，这个临时组织是几家志愿者
机构凑在一起成立的，他们用自己

的方式为中原区、二七区和高速口
的一线执勤民警、交警、志愿者送去
关爱。

这已经是艾君连续第八天给执
勤点送茶，送茶途中她感受到车外
冷风渐大，看到部分卡点的帐篷已
被吹歪，执勤人员却坚守在冷风中
不断地跺脚走动着取暖，她被泪水
瞬间模糊了双眼。

“心疼他们！下雪也好，晴天
也罢，雾霾天，风吹雨打都无法动

摇他们坚守的身影。有了他们，我
们才能待在热乎乎的家里，感觉很
幸福！”她说，几家志愿者组织的送
茶行动还会持续下去，希望那一杯
杯送到执勤点的姜茶，能够暖手、
暖口、暖心，帮助大家驱散冬日的
寒冷。

夜幕下，送茶的汽车再度启动，
艾君离开时仍不忘叮嘱民警和巡防
员一句：“姜茶还是热的，你们有空
快点喝啊！”

穿越“疫”线
豫冀两地传递“光明”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 通讯员 陈燕）日前，一位河北的
眼外伤患者在治疗中需要一种滴眼液，但这种特殊的药品在全国十
分短缺，又遇到疫情，购药更是难上加难。通过媒体求助，联系到了
郑州市二院，最终找到了这种滴眼液，并及时发往河北。

1月 12日，郑州市二院接到媒体的紧急求助电话，河北一名患
者急需一种滴眼液，否则有失明之虞。原来，这位马姓患者因树枝扎
伤眼睛造成真菌感染，视力下降，急需治疗，否则面临失明的严重后
果。目前需要用到的这种滴眼液本来就十分短缺，又遇疫情，一时
半会儿难以买到，只得求助媒体。作为河南省眼科区域医疗中心，
郑州市二院眼科在病人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在河南省
乃至全国都颇具影响力，因此媒体接到患者求助后，第一时间联系了
该院。

接到紧急求助电话后，药学部把仅存的 1支用于医院紧急救治
的备用滴眼液贡献出来，并提前垫付费用帮患者办理相关手续，解患
者燃眉之急。

药学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河北兄弟有求，
我们义不容辞，理当出手相助”。据悉，疫情防控期间，郑州市二院坚
持患者至上，防疫诊疗两不误，既要坚持疫情防控政策强而有力的落
实，又要全力保障患者就医用药的需求。

突出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自1月3日起，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党员民警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凌智 摄

爱心医疗服务队
全力保障“特殊人群”顺利就医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孔涵）1月 12日上午，郑州市红十
字会指派金水区红十字君鹏爱心医疗服务队，派出6辆救护车，驾驶
员、医务人员 12名，全力配合二七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保障“特殊人
群”顺利就医转运工作，根据封控区内不同患者的就医需求，安排专
门的车辆，开通绿色通道，“点对点”接送病人到医院就诊，确保每一
位患者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医疗救治。

疫情就是命令，红十字君鹏爱心医疗服务队顿时高速运转，和时
间赛跑，与死神博弈。每一名就医人员从家到医院，再从医院送回
家，往返一趟需要20多公里。红十字君鹏爱心医疗服务队驾驶员和
医务人员，当天连续工作了7个多小时，往返了15趟，圆满完成了二
七区封控区居住的需外出就医的孕妇、血液透析患者、康复出院回家
患者，突发脑血管患者，低血糖晕倒患者、老人和儿童以及家属共计
27人的顺利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