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康丹阳）近日，为规
范农村集体聚餐行为，防控食品安
全风险，民权县市场监管局召开农
村集体聚餐工作部署会。

会议传达了关于加强农村集体
聚餐风险防控工作要求，分析了当
前农村集体聚餐存在的食品安全问
题，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部
署。

会议要求，一是摸清农村集体
聚餐下乡包桌经营者数量，建立本
辖区域内和域外农村集体聚餐台
账，并下发《民权县农村集体聚餐
食品安全风险防范告知书》；建立

基层所所长农村集体聚餐监管微信
群，要求所有基层所在本周末前上
报相关信息。二是实行常态化监
管，消除管控风险，取缔“无证无
照”农村集体聚餐餐饮服务经营
者，“先礼后兵”，以责令改正为
主，罚款为辅，规范农村集体聚餐
行为。三是提高思想站位，履职尽
责，全体干部职工要持续强化农村
集体聚餐管控力度，在高度重视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对
农村集体聚餐工作的常态化管控。
同时，逐步推广农村集体聚餐移动
餐车模式。

献血后会不会头晕
绝大部分献血者献血后没有任何献血不良反应，实际上所献血

量只是身体里很小的一部份，对正常的血液循环没有影响。少数献
血者可能出现头晕等不适感觉，属于一过性的血管迷走神经性反
应，多见于初次献血者，心情紧张、群体效应是常见的诱因。这种
不适经过适当处理和短暂休息后均可缓解。 （商丘市中心血站）

▲ 近日，青少
年在睢阳区新城卫生
院接种门诊排队接种
疫苗。 曹永宏 摄

◀ 8 月 29 日 ，
市卫生计生监督局一
行到团结社区和社区
疫情防控宣传卡点慰
问坚守抗疫在一线的
值班人员，为他们送
去口罩、酒精、矿泉
水 、 方 便 面 等 慰 问
品。 刘君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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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时艰 抗击疫情

民权县市场监管局

保障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

12—14周岁目标人群接种任务已完成，15—17周岁接种完成率99.69%

我市疫苗接种工作稳步推进
本报讯 （记者 谢海芳） 8 月 30

日，记者从市卫健委和市疾控中心获
悉，目前，我市正按照目标要求，分
年龄段、有计划、有节奏地稳步开展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截至 8月 29
日24时，我市18岁以上新冠病毒疫苗
目标人群接种任务量是 510.66 万剂
次，已完成接种 452.42万剂次，完成
率 88.59%；12—14周岁目标人群接种
任务已完成；15—17周岁目标人群接
种任务量是 25.7万剂次，已完成接种
25.62万剂次，完成率99.69%。

为加快构建群体免疫屏障，我市

自全面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应接人群
全部接种疫苗，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
堡垒。

8月 28日，记者在示范区平安卫
生服务中心疫苗接种点看到，前来接
种疫苗的青少年在家长的陪同下严格
按照流程，登记信息，填写知情同意
书，录入信息后进行新冠疫苗接种，
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接种疫苗可以更好地预防新冠病
毒传染，可以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正在排队接种

的中学生谢颂珂说。
“国家提倡青少年打疫苗，我们今

天特意带孩子来打疫苗，这是对孩子
的一种保护。”谢颂珂的妈妈告诉记
者。

市疾控中心表示，各年龄段人群
接种疫苗时要主动遵循我市疫情防控
要求，尤其是 12—17岁年龄阶段人群
接种新冠疫苗时，除常规的注意事项
外，还需携带身份证、预防接种证，
无身份证可携带户口簿，并由监护人
现场全程陪同，且充分阅读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后，方可开展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
市疾控中心提醒，目前，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是预防控制新冠肺炎传播
最经济、最有效、最方便的手段。青
少年和 18周岁以上人群一样，都是免
疫屏障构筑的重点人群，尽早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既是构建全民免疫屏障
的需要，更是对自身、对家人的安全
健康负责。呼吁目前尚未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的市民朋友尽早接种，接种疫
苗后的市民，还要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和日常防护措施，切实保护自身和家
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办公室里就是我的战
场！”8 月 28 日，夜深人静，
睢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所
在地——县卫健委办公楼依然
灯火通明，在这个特殊的“阵
地”，一份份文件、一条条指
令、一个个通知如雨点般快速
下达，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差不多每天要接打几十个电
话吧”！两眼充满血丝、声音
沙哑笑着说话的卫健委办公室
主任王新才就是“传令兵”中
的一员。

“及时传达战‘疫’的最
新指令，是打胜战‘疫’的关
键”，王新才深感“传令兵”
的重要性，并为之努力。他坚
持在岗在位，主动工作，拼时
间、拼速度，及时接听每一个
电话、接收每一份文件、印发
每一个通知、传达每一条信
息，促进了政令畅通、战令统
一。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他在抗击疫情的战场，已连续
20余天没有回家一趟。他认为
作为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和乡镇
及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
桥梁，负责上传下达的“传令
兵”非常重要。在接听电话
上，不管是单位的值班电话，
还是自己的手机电话，他都能
第一时间接听，迅速记下电话

内容，迅速落实电话要求。每
次接收到上级新文件，他都会
以最快的速度明晰要点，迅速
向指挥部办公室领导汇报，根
据领导批示安排人员及时进行
运转。疫情动态、排查数据、
防控要点、问题难点，他在第
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汇报、
第一时间传达。

自战“疫”打响后的一个
月，据统计，共接受省、市疫
情防控工作文件、《内部明
电》 190余份，承接各种会议
（含视频会议） 36场次，接受
疫情防控电话咨询、来人咨询
1500余人次，国务院互联网+
转办、省疫情防控办公室转办
网民问题 8个，上级交办中高
风险地区返睢人员信息 110余
条。较好地传达了战“疫”工
作各项指令，充分发挥了“指
挥中枢”的积极作用。

“作为单位的‘大管家’，
我一定要把单位大门守好，一
定要把后勤工作做细，让防疫
一线的干部免除后顾之忧、更
有奋战激情。”王新才是这样
想的，更是这样做的。忙碌起
来，他很少有坐下来休息的时

候，更别说好好地吃上一顿热
饭，放凉的盒饭是常态，加班
到深夜也只是一碗方便面而
已。不分昼夜地忙碌使他的血
压升高，只有靠吃药维持。家
中还有个不到 1岁的孩子，只
有妻子一人照顾，8月 16日深
夜，孩子突发高烧，因疫情防
控工作需要，任务繁忙，他放
不下手中工作，抽不出身回家
照顾……

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压
力，王新才舍小家顾大家，义
无反顾冲锋在前，全力投入到
防控工作中，得到了委领导和
同事们的认可。

“我为与他一起并肩作战
感到自豪。”作为直属上级领
导，分管办公室工作的肖世涛
给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工作的

“老黄牛”王新才点赞！
和王新才一样，该县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全体党员干
部始终冲锋在前、迎难而上，
坚守岗位、日夜奋战，以实干
担当勇挑重担，以无畏精神与
疫情较量，守护着睢县人民群
众的平安健康。

抗疫战线上的“传令兵”
本报记者 谢海芳 通讯员 蒋成亮

夏邑县业庙乡卫生院副院长王伟：

为群众站好健康前哨
本报记者 高会鹏

“疫情就是命令，在人民群众面临危难的关头，我
们党员干部就是要带头冲锋在前。”日前，说起疫情防
控工作，夏邑县业庙乡卫生院副院长王伟坚定地说。

面对疫情蔓延的严峻形势，医院特别是基层乡镇卫
生院成为疫情战场第一线。在这特殊时期，王伟带领全
院干部职工奋战拼搏，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医务工作者的
责任担当，为全乡人民织密疫情防控安全网。

排查流调、核酸检测、院感院控……一项项工作压
茬推进，王伟一边带领指挥全院职工做好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一边全力协助乡党委政府实行日检查、日报告，落
实“内防扩散，外防输入”。同时，他不断加强疫情防控知
识培训，增强医护人员自我防护能力，避免交叉感染。

半个多月以来，王伟每天晚上总结当天工作、上报
信息、安排第二天工作任务，工作到凌晨已成常态。每
天一大早，他又早早起床，统筹调度全院职工做好工作
的同时，还要进村入户摸底排查、督导重点人群落实居
家医疗观察措施、跟踪服务密切接触者等。连轴转的工
作，炎热的天气，王伟和同事们经常汗流浃背，到晚上
回到办公室有时双腿已麻木。

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任务，王伟带领
医护人员与病毒争分夺秒赛跑。截至目前，该院几十名
医生共完成5轮全员核酸检测，共计检测12万人次。

最令人感动的是，王伟接到上级有关部门通知，第
一时间带领几名医务人员前往来自郑州市六院高风险地
区的返乡人员家中，在为所有返乡人员及密接者完成监
测体温、核酸检测、消杀及隔离措施，并安全护送他们
到集中隔离点时，已是凌晨2点。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夜色斑斓，突然接到孩
子的电话。王伟意识到，这半个多月以来，他不但没回
家，同为医务人员的爱人也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是体弱多病、年近七旬的老母亲独自照顾两个年幼的孩
子。此刻，他只能将对家人的歉意深深埋在心里，待疫
情过后再想法弥补。

“疫情不散，我们不退。”王伟和全院医务人员坚守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商丘市疾控中心

疫情防控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面对

来势汹汹的疫情，商丘市疾控中心
把疫情防控一线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主战场，践行“我为群众办实
事”，用智慧和汗水做出让老百姓
满意的答卷。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越
是艰险越要到疫情防控的第一
线。”该中心第一时间组建了核酸
采样队，主要领导负责采样队技术
指导和后勤保障，15名采样队队员
火速奔赴防控一线。15名队员中有
共产党员 11 人，他们践行学史力
行，扎根疫情防控一线。

截至8月27日，采样队共出动
32 组次，新冠核酸采样 1.35 万人
次，为商丘市行政中心、市疫情指
挥部等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新冠疫情
核酸检测保障。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大家在采样任务繁重的情况
下，不忘学习党史提升思想。采样
队员每天在一线坚持核酸采样的时
候，厚厚的防护服一穿就是三四个

小时。其间不能喝水、不能如厕，
要连续不断地弯腰以利于采样到
位，保证采样质量。

疫情防控的实绩检验了市疾控
中心全体党员，他们发挥党员志愿
者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抗疫
一线高高飘扬。

他们有的夜以继日谋划布局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有的以实验室为
家，持续不断地做核酸检测，有的
舍小家顾大家身居隔离点指导疫情
防控，有的抛危险于脑后深入一线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该中心
每位党员都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
叫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什么叫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市疾控中心创新形式，将疫线
“战场”作为党员党性教育课堂。
防控一线，一个个感人现场不断转
化为党员教育的现实案例，激励每
个党员争当疫情防控的急先锋，不
断提升党员的防控意识、党性修
养，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使命。

市第三人民医院护士李亚欣：

用柔肩扛起重任
本报记者 谢海芳

检查患者生命体征，帮助患者心肺复苏；一会儿去
扎针，一会儿按照医嘱用药……近日，记者在商丘市第
三人民医院过渡二病区看到，护士李亚欣一刻不停地在
忙碌着。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确保日常医疗服
务有序开展，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市三院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于8月15日成立了一个最年轻的科室——过
渡病区。过渡病区收纳急诊、发热门诊、ICU患者。所
有入院患者，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之前，都要在这里过
渡。可以说，过渡病区是全院其他病区的前哨，是专科
病房的“变压器”，更是医院最后一道防护屏障，只有
确保这个环节“万无一失”，才能有效避免院内感染，
可见其责任重大，岗位重要。

接到医院成立过渡病区的通知后，李亚欣第一时间
报名，第一时间投入到战场。半个多月来，她认真参与
接诊、抢救患者。等患者核酸结果出来后，按程序转入
相应的科室治疗，李亚欣才能轻松地喘一口气，她每天
都在一线开展抢救工作，有时候身心疲惫，也不叫一声
苦，也不说一声难。一晚上，32岁的李亚欣参与抢救了
9 名患者，且都是危急重症。下夜班回到隔离的酒店
后，身体疲惫得不想动弹，让李亚欣感到欣慰的是，经
过医护人员及时抢救，这 9名患者都平安地转入到相应
科室作进一步治疗。

在疫情期间，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李亚欣工作的
身影。在进入过渡病区前，李亚欣一直在疫情防控的核
酸检测一线。

工作的辛劳和疲惫，李亚欣都坚持下来了，唯独亏
欠了家人和女儿。去年疫情的时候，李亚欣就一直在抗
疫一线，没有好好陪着孩子。今年疫情暴发后，她又坚
持在抗疫一线，尤其是进入过渡病区后，她不能回家，
6岁的女儿不得不交给婆婆照顾。

“抗疫一线的工作经历，让我收获了成长和感动。
很自豪自己为抗击疫情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一定会坚持
到底，胜利就在前方。”李亚欣动情地说。

本报讯 （记者 谢海芳 通讯
员 石 阳） 8月 23日，中国医师协
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微信公众平
台“健康传播”发布了成员单位微
信影响力排行榜第 198期榜单，商
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位列
榜单第 10 名，首次进入中国医师
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微信影响
力周排行榜十强。

据了解，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
播工作委员会微信影响力排行榜每
周发布一次，统计的范围包括中国
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所有
成员单位的微信公众号 2403 个。
第 198期榜单统计时段为 2021年 8
月 9日至 8月 15日，统计数据截止
到 2021 年 8 月 20 日零时。该时
段，市一院微信公众号编发文章14
篇，总阅读数为170287，单篇最高

阅 读 数 10W + ， 篇 均 阅 读 数
12163，健康榜指数为907.27。

据悉，市一院微信公号于2016
年 3月开通，主要功能是面向社会
传播健康知识，发布医院工作动
态，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就诊卡
管理、充值交费及科室简介、专诊
出诊时间查询等服务。设有《看新
闻》《讲故事》《话健康》《防疫
情》《学党史》等核心栏目。医院
对微信公众号实行动态管理，明确
有专人负责运行维护，目前关注人
数已达 32.17 万，覆盖了全国 290
多个城市，其平台覆盖率、社会影
响力逐年提升，已成为该院对外交
流和展示形象的窗口，在服务社
会、服务患者、传播正能量、提升
医院知名度和美誉度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市第一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

首次进入中国医师协会
微信影响力周排行榜十强

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