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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地点

东方红广场爱心献血屋（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二楼东厅）

博爱县爱心献血屋（博爱县东关大桥中山广场）

武陟县爱心献血屋（武陟青少年宫门口）

市中心血站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服务热线

3933317 18339102035
18339102038
15003911823
2856516 2856517

成分献血

献血地点

东方红广场爱心献血屋（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二楼东厅）

人民路爱心献血屋（人民路与塔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博爱县爱心献血屋（博爱县东关大桥中山广场）

修武火车站广场（采血车）

温县子夏公园南口（采血车）

武陟县爱心献血屋（武陟青少年宫门口）

沁阳音乐广场（采血车）

孟州新中医院门口（采血车）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五

每月6~15日
每月16~31日
周一至周五

每月1～15日
每月16～31日

服务热线

3933317 18339102035
18339102037
18339102038
18339102036
18339102036
15003911823
18339102039
18339102039

全血献血

如果您距上次献血已满6个月，欢迎您持本人身份证再次参加无偿献血，感谢您的参与！

2月10日12时许，市人民路与塔南路
交叉口东北角的爱心献血屋，刘全中戴着
口罩匆匆赶来。“现在还能献血吗？我刚下
班，不知道晚不晚。”他问。

刘全中今年50岁，家住丰收路，在人
民路上一家单位上班。下班后，他还没有
来得及回家，就先到爱心献血屋准备献
血。他告诉记者，去年夏天，第一次参与了
无偿献血，没有不适症状，那时他就暗下
决心，要把无偿献血这件事坚持下去。

春节过后，刘全中距离上次参加无偿

献血超过了半年，可以再次献血了。突如
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计划，他没有
犹豫，准备再次参与无偿献血。“疫情当
前，临床用血量加大，我一定要去献血，也
算是为抗击疫情作贡献。”他说。血站的工
作人员为他竖起了大拇指，他谦虚地说，
疫情当前，医务人员逆行上战场，自己献
点血不值一提。

出门献血不怕吗？“不怕。最危险的地
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血站把消毒工作做
得很好。”他说。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确保献血者的献血安全，市中心血
站制订了应对方案及启动“特殊时期”应
急预案：对献血者加强献血前疫情排查，
对献血场所加大消毒频次，对采血人员进
行防疫培训，对献血方式进行人性化调
整。力争在“抗疫防病”与“献血救人”之
间，建立科学监测、安全防控、措施得当、
制度保障的绿色通道。

记者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间，我市不
少无偿献血志愿者“为爱逆行”，用实际
行动为社会作贡献。市中心血站呼吁广
大市民，非常时期临床用血量增大，希望
更多人能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献出自己
的爱心。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文/图

刘全中：献血也是为抗击疫情作贡献

刘全中在献血。

常新景身穿防护服在全封闭的发
热病房。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2月3日，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到
市卫健委要求支援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工作的指令
后，立即组建了一支业务技术能力过硬
的应急医疗队，当天中午，医疗队的3名
护理人员奔赴我市疫情防控最前线。

在最前线，这3名护理人员是如何工
作的？今天起，记者将联系 3 名护理人
员，为大家展示这些“白衣战士”的工作
状态。

常新景，今年38岁，2005年参加工作
至今，一直在临床工作，有着丰富的护
理经验。

常新景说，由于没有从事过感染科
工作，到市第三人民医院后首先接受了
严格的消毒隔离培训。经过严格的培训
后，正式进入病房开展工作。她进入病
房独立工作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件棘
手的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 月 8 日 12 时，常新景赶到医院科
室吃午饭，因马上就要接班，她几乎没
有吃东西。常新景说：“穿上防护服后不
能上厕所，这几天总结出了经验——饿
着肚子上班更轻松。”

13 时，常新景准时接班，进入病房
后，她首先熟悉病房内新增疑似患者的
情况，以及原有患者的病情。在为患者
测量体温时，她对9名患者的病情都作

了了解。
常新景说，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着

护目镜和口罩，所有的动作都慢半拍，不
一会儿浑身都是汗，呼吸也不太顺畅。她
给疑似患者测完生命体征后，浑身就像
水洗的一般，衣服都贴在皮肤上。

当天下午，病房里的一个患者突然
情绪激动，要离开医院。原来，该患者一
家5口都被感染，4人确诊，她80多岁的
老母病情危重，母亲通过视频交代她办
理后事，该患者受刺激情绪激动。

常新景说，听了患者的讲诉特别心
酸，但理智告诉她，必须安抚患者情绪。

常新景对患者讲了疫情的严重性，
众多医护人员的巨大付出。她说，在医院
接受隔离治疗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
人负责。患者不能离开医院，医护人员下
班后也是不能回家的，需要隔离。科室的
许多医护人员1月25日至今都没有回过
家，隔离就是对家人负责、对社会负责。

10多分钟后，患者情绪缓和下来，表
示理解医护人员的付出，随后和家里的亲
戚联系，让亲戚帮忙为其母亲准备后事。

当天，常新景原本应该18时下班，
可直到 20 时 30 分，仍在病房忙碌。21
时，常新景才离开病房，做完严格的消
毒后回到宾馆已经是23时30分。

此时，常新景已经10个小时没有吃

饭喝水。常新景说，她回到宾馆第一件
事就是喝水，她一口气喝了3杯水，再也
没有力气吃饭就直接睡觉了。

“工作时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我
们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只有争分夺秒
才能打赢这场战‘疫’。”常新景说。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支援疫情防控一线

五院护士常新景新岗位上练精兵

这是一场战斗，没有硝烟却容不得丝毫松懈，焦作同
仁医院所有人员夜以继日，战“疫”布控，他们抱着必胜
的信念和病毒较量、和时间赛跑，用医者仁心守护人民群
众的安康。

抽调专家、快速反应、精准布控

在全国吹响抗击疫情的号角时，焦作同仁医院第一时
间响应、第一时间应对、第一时间出击，奋力投身到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

1月22日，焦作同仁医院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预防控制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院干部职工动员会，制作发
热患者就诊筛查检测流程图、组织全院医护人员学习疫情防
控诊疗方案，完善预检门诊、发热门诊和就诊通道，并将急
诊科病房作了调整，专门隔离出两个病房作为发热患者留观
室，抽调医院各科室的主任、护士长到发热门诊值班。

同时，为了打好这场战“疫”，焦作同仁医院积极联合
郑州人民医院优势资源共同作战。邀请郑州人民医院感控专
家来该院现场指导防控工作，建立健全防控工作组织，明确
工作职责，进一步规范细化防控工作流程，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自身防护，从容应对，科学防控，做打好持久战的准
备，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

红色突击队彰显党员力量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为了把“堡垒”筑在疫情防控最前沿，让党旗在疫情防控
一线高高飘扬，该院党员纷纷递交“请战书”，勇敢“逆
行”，用实际行动诠释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疫情当前，使命在肩。焦作同仁医院成立了一支由党
员组成的“红色突击队”，在形势严峻的疫情面前，这支
红色的队伍冲在疫情防控工作的最前线，承担着排查诊
断、宣传教育、保障安全、杀菌消毒等工作，他们用行动
诠释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担当。

在医院的预检分诊处，红色突击队队员对每一位入院
患者、家属进行检查、登记，他们在寒风中一站就是一
天，但他们没有丝毫怨言。

为保障全院工作人员以及患者、家属的健康安全，红
色突击队承担着一天两次的消毒杀菌工作，队员们对医院
全面消毒，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医院发热门诊值班是24小时制，即便是小班，医护人
员还要进行隔离。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位医护人员，心里装
着的只有工作，家，被他们放在第二位。

同仁老年养护院护士长刘琳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她
虽然没有在前线，但她肩上的责任更重。在疫情防控非常
时期，严格控制养护院家属出入，做好监测和消毒杀菌工
作，保护每一位老人的健康。

急诊科护士赵蒙蒙是红色突击队中比较年轻的党员，

别看她年纪小，却有着巨大的能量，在急诊科接诊收治发
热患者的工作中，她总是冲在最前面。

在疫情防控一线，红色突击队的每一位队员，用行动
诠释初心，用奋斗承载使命，他们坚守在急难险重岗位
上，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凝聚力量齐心战“疫”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你听不到医护人员的豪言
壮语，他们用行动履行责任。

该院副院长、救治专家组组长任陇滨兼任急诊科主
任，在疫情防控期间，他身先士卒、坚守一线。

在疫情最初阶段，大家对病毒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的
时候，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第一次要到辖区内某村接诊发
热患者，这名发热患者会不会是病毒感染？不确定性总会
让人恐惧，看到这样的情况，任陇滨坚定地说：“只要我
们做好防护措施，病毒无法伤害我们。”

任陇滨第一个穿上防护服，给科室员工作示范。同
时，给同去的队员们认真做好了防护，一起奔向一线。在
他的带领下，如今，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斗志满满，他们有
信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该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苗同利，利用自身优势，在隔
离观察室不间断指导患者用药方案，让中医中药发挥最大
的效果。

面对疫情，焦作同仁医院全体医务人员恪守“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用行
动书写着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篇章。

——焦作同仁医院抗击疫情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朱颖江

红色突击队党员坚守一线。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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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文钊）昨
日，本报新媒体中心公布了上
周最受关注的微新闻。

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最受关
注的微新闻为《现场视频公布！
焦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患者首例治愈出院！》《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火速增兵焦
作市第三人民医院，19名医护

精兵逆行奔赴一线》《请所有焦
作人传阅！危险，病毒存活可达
5 天，出现这些症状必须去医
院！》《这就是爱！焦作“凡人”的
行动，让整座城市暖流涌动！
请转发传递这分爱！》《政府搭
桥！焦作多部门千方百计守护
焦作市民的“菜篮子”，请所有
市民放心！》。

上周本报最受关注的微新闻公布

焦作日报今日头条 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 焦作日报官方微博

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焦作日报抖音
号加大短视频制作、推送力度，及
时发布全国、全省和我市疫情防控
措施、医疗援助、防护知识、便民资
讯等内容，把新闻现场带到群众面
前，呼吁、引导群众增强防护意识，

“热度”持续提升，为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凝聚全民力量。

1月26日，焦作日报抖音号制
作、推送了焦作市汽车客运总站、
市旅游汽车站进入封闭状态以及
省、市、县际旅游包车暂停运营的
紧急通告短视频，并针对火车是否
停运、私家车是否可以通行等网友

提问，进行了详细解答，迅速引起
了网友的高度关注和争相转发，单
条播放量达377万人次，收到点赞
近万个。

1月27日，焦作日报抖音号连
续制作、推送了春节假期延长、河
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焦作白衣
天使加油、河南版“小汤山”医院开
工建设、河南省全部学校推迟开
学、焦作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
医院和发热门诊名单、焦作市调减
市区公交线路班次和间隔的紧急
通知、我市各级卫健部门健康热
线、上海科研团队研制出抗病毒喷
剂等多条短视频，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当日播放总量达 528
万人次，进一步增强了市民战胜疫
情的信心。

同时，焦作日报抖音号还积极
制作、推送了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情况新闻发布会、全市和各县
（市）区疫情速报、疫情防控暖新
闻、疫情防控新举措等广大市民关
心的短视频，均受到了广大网友、
市民的高度称赞，播放量和粉丝量
显著增加。

据了解，作为本报全媒体矩阵
的短视频新媒体平台，焦作日报抖
音号上线以来，积极发布各类便民
服务资讯和社会暖新闻，不断丰富

网友浏览体验，并充分依托焦作日
报全媒体资源优势，进一步完善服
务功能，充实宣传内容，力求思想
性、可观性、服务性有机统一，助力
新老媒体深度融合和资源共享，形
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优势互补、互
助共进的运行格局，为本报媒体融
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截至目前，焦作日报抖音号
共有活跃粉丝10万余名，近期新
增播放量近2800万次，新增点赞
量 17 万余次，单日最高播放量
528 万余次，单日最高点赞量达
3.5万个，越来越受到广大网友的
关注和好评。

焦作日报抖音号“热度”持续提升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积极指导全市科学、精准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全市人民迫切了解疫情形势、
掌握防控知识。疫情防控期间，本报积极发
挥融媒体优势，通过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及
时权威发布中央和省、市官方疫情通报、防
控知识和防控动态，回应社会关切，凝聚战

“疫”合力，进一步坚定全市人民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充分彰显了党媒担
当。

昨日早上，本报微信公众号以《权威发
布！焦作新增3例详情出炉（坐标解放区）居
住小区公布！附各县（市）区举报电话！》为
题，第一时间推送了我市截至2月10日24时
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以及新增
确诊患者情况等信息，仅一个小时点击量就
突破10万人次，受到广大网友的一致好评。

“焦作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是一座历史悠久
的城市，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是一
座风水极佳的城市！焦作人民最坚强、最伟

大！”网友@追忆说，“感谢焦作日报每天精
准推送疫情信息，让大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
护措施。”

“10 万+”是本报微信公众影响力持续
提升的体现，更是党媒坚持以读者为中心的
生动实践。连日来，本报微信公众号以《最
新！焦作新增3例确诊，累计28例了，别再增
加了！关键时期，少出门！｜特别关注》《权威
发布！焦作新增1例详情出炉（坐标武陟），基
本活动轨迹公布，防控忠告请重视！》《权威
发布！焦作死亡 1 例，焦作新增 4 例详情出
炉，居住地址公布，现有疑似病例16例！》等
为题，及时、权威、公开推送的多条有关疫情
内容，当日点击量均突破10万人次，为广大
市民正确应对疫情提供了参考。

在战“疫”期间，我市发生了许多党群齐
心协力防控疫情的感人事迹。2月6日，一场
雨雪降临我市，全市基层党员干部、人民警
察、城管队员、环卫工人等一大批“最美逆行
者”依然顶风冒雪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实名。当
天，本报微信公众号以《疫情+风雪！焦作
这些人逆行冲锋，你们才是明星！请所有

焦作人转发致敬！》 为题，进行了重点报
道。同时，《这就是责任与担当！修武六旬
老党员坚守焦作“东大门”，只为我们更安
全！》《致敬！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抗击新冠
肺炎最前沿的“逆行勇士”》等多条疫情防控
暖新闻，引起了广大读者纷纷点赞。“向奋
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亲们致敬！你们为大
家舍小家，非常辛苦！谢谢，多保重！”网
友@红花说。

为进一步营造联防联控的浓厚社会氛

围，本报微信公众号连续以《请所有焦作市
民传阅！焦作发布防控10号通告！最严格隔
离措施来了！》《速转！焦作发布防控11号通
告！事关确诊和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等为
题，及时推送中央和省、市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权威消息，为市民随时随地了解疫情防
控形势，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源提供保
障，并呼吁广大市民严格按照要求落实好各
项防控措施，共同为防止疫情蔓延贡献自己
的力量。

“10万+”背后的党媒担当

焦作地区政务微信排行榜
（2020年2月2日至2020年2月8日）

严防死守 共克时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