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2月19日讯 为把疫情防控工

作抓实抓细抓落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日
前，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工作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措施》明确，我省以县（市、区）为单位，
按相关要求条件划分为低风险、中风险、高风
险地区，实施差异化精准防控。低风险地区实
施“外防输入”策略，落实常规型管控措施，加
强健康监测和服务，做好个人防护与环境卫
生整治，提高监测预警能力。中风险地区实施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落实重点型管控
措施，强化传染源管理，减少人员聚集，坚决
切断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输入输出。高风险地
区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策
略，落实强化型管控措施，对发生社区传播或
聚集性疫情的社区（村）进行封闭式管理，限

制人员聚集，防止疫情扩散至其他区域。
继续实施“地毯式”摸排，实行网格化管

理、“日报告”“零报告”制度，严格社区（村）管
理。对所有密切接触者一律实行定点集中、单
间隔离，对所有疑似、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的密切接触者一律追查到位，全部开展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集中隔离观察至少14天。

强化重点场所疫情防控。《措施》明确，公
共场所从业人员每天上岗前都要检测体温，
并全程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都应当自觉佩戴口罩，配合接受体温检测；对
拒绝体温检测、体温高于37 . 3℃或未佩戴口
罩的人员，一律禁止进入。机关、企事业单位
要对所有在职在岗人员实施严格的健康管理
措施，返岗人员一律建立“花名册”，外省来鲁
返鲁人员上岗前一律实施居家隔离观察，观
察期限为自抵鲁之日起至少14天；实行体温
晨午检制度，发现异常立即安排就医；上班职

工和从业人员一律佩戴口罩上岗；暂停或
减少例会等内部人群聚集活动。

在医疗救治方面，《措施》提出，二级以
上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必须设
置发热门诊，设置发热门诊必须分设“三区
两通道”。对于所有不明原因发热（≥
37 . 3℃）的病人，或者虽无发热症状但呼吸
道症状明显，结合流行病学史怀疑罹患新
冠肺炎的病人，要立即进行实验室检测和
影像学检查，并隔离观察。

坚持把患者救治放在首位。对所有确
诊和疑似病例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所有确诊患者一律转运至集中收治定点医
院救治。针对重型、危重型患者成立医疗
组，坚持“一人一案”精准救治。坚持中
西医并重，每个医疗救治组都要有中医专
家参加。对疑似和确诊病人要及早使用中
医药参与医疗救治。

尽一切可能为医务人员配齐防护物资
设备，并向临床一线倾斜，严防医务人员
感染。进一步加强医务人员培训，未经防
护技能培训考核的一律不得上岗。科学合
理配置医务人员，既要满足医疗服务需
求，又要保障医务人员休息。

进一步加大对扰乱疫情防控秩序、制
售假冒伪劣涉疫情防护物资、造谣传谣等
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处置力度。对侵犯医
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因
防控疫情需要进行的村居、街道等临时封
控措施不配合，借机寻衅滋事、扰乱秩序
的；拒不配合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人员，以
及在隔离场所逃脱，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
果的；拒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故意隐瞒病
情、旅居史和人员接触史，涉嫌危害公共安
全，给疫情防控带来严重危险等情形的，一
律严查严处，并及时予以曝光。

我省出台措施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

按低中高风险实施差异化精准防控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2月19日讯 山东省对口支援湖北黄冈疫情防控前

方指挥部组织协调的首批援助黄冈市疫情防控医疗物资日前已分
配到黄冈5个县市抗疫一线，将为我省对口支援黄冈5个县市的医
疗队200多名前线医护人员提供有力安全防护。

据介绍，首批物资包括N95口罩、普通医用口罩、护目镜、
鞋套、医用面罩、洗手液、酒精、84消毒液等当地急需的防护和
消杀用品。2月14日，根据前线情况，山东省对口支援黄冈市疫
情防控前方指挥部发出紧急调拨指令。按照省委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对口支援黄冈市联络组部
署，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紧急调集泰安、德州等地医疗物资，当晚
装车发运，从收到指令到物资运抵黄冈仅用一天半的时间。

我们的天气预报里

多了一个武汉
亲爱的护士长：

你好！
一转眼，你已经奔赴疫情前线快半月了。你放心，现

在医院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最近，大家心里想的、嘴上谈的，都是你的消息。我们

是你坚强的后盾，都学着你的样子，做好了准备。
还记得大年初二那天吗？你跟我说，山东很多医院的

护士都支援湖北去了。你说，你很想去，去跟病毒打一架，
为武汉的亲人们解除病痛。

我说，你要去的话，你家叔叔阿姨能同意吗？你笑了
笑，仿佛叔叔阿姨就在旁边，小声跟我说：“可不敢告诉他
们。”我当时并未在意，以为这是你的玩笑话。

没过多久，突然听到你要去武汉的消息。我担心你吃
不好，进了病房，连续好几个小时不能吃，不能喝，连擦汗
都不行，你咋熬啊？

你在武汉的日记，我每篇都看。看到你在病区教病人
锻炼，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知道你热心，要为病人
建立乐观向上的情绪，但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你不是经
常跟我们说，先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病人吗？

你到武汉以后，我们所有人手机上的天气预报里，就
多了一个武汉；你进入方舱医院，看到有人上传方舱医院
的视频，我们就会寻找你的身影；你开始治病救人，我们
就开始关心疫情的变化，每增加一例病人，就会为你担
忧，担心你会累倒……

最近几天，医院护理部那几个小姑娘天天在数日子。
她们说，亲爱的护士长哪天归来，哪天就是咱们这座小
城，咱们中国，花开的日子。

护士长，你听见了吗？你可一定要好好的，平安归来。
你平安归来，便是花开！

张焕

（这是淄博市博山区医院ICU护士张焕，写给驰援
武汉的淄博市第四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
员、淄博市博山区医院ICU护士长吕蕊
的一封信。□大众报业记者 李波 整
理）

更多“发往前线的家书”活动相关
内容见大众日报客户端。

我省首批援助黄冈

医疗物资分配至县市一线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2月19日讯 今天，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指挥部）下发通知，要求认真贯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指导意见》，切实做好我省分区分级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因地制
宜制定防控措施，进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依据人口、发病情况
等进行综合研判，建立完善风险管控体系，逐级剖析风险点，把
防控措施细化至最小社会单元，不留死角，压实防控主体责任。

通知指出，结合我省疫情防控情况，将各县（市、区）划分
为低、中、高3个风险等级，低风险地区实行常规型管控，中风
险地区实行重点型管控，高风险地区落实强化型管控措施，防止
疫情扩散至其他区域。

通知明确，实行风险动态调整，原则上每周调整一次各级风
险地区名单，对发生较大聚集性疫情或不明原因社区传播的随时
调整风险级别。

山东要求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分区分级防控

□记者 王琛 报道
本报济南2月19日讯 今天，记者从人行济南分行、省工商

联举办的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恳谈会上获悉，为共同抗击疫情，推
动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会议达成19项内容的合作协议，涵盖
政策协作、融资服务、信息互通、问题协商、宣传交流五项机
制。

据了解，在政策协作机制方面，双方每年将围绕政策落地
实施情况、银企融资过程中的问题等开展联合调研，提出有针
对性的改进措施或政策建议。在融资服务机制方面，双方将利
用好“山东省融资服务平台”“山东省金融顾问团”“债券融
资项目库”为民营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融资支持。在信息
互通机制方面，双方建立固定交流渠道，不定期沟通和交流我
省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问题协商机制方面，对于银行和
企业反映的问题、困难等，双方共同协调省有关部门加以解
决，帮助银企双方弥合分歧、达成共识。在宣传交流机制方
面，双方将定期举办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大讲堂，解读相关金融
政策、外汇政策等。

搭建“五项机制”

助力民企稳健发展

来自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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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常青

疫情发生以来，焦虑、不安、恐
慌、孤独成为不少患者甚至是医务人员
时常出现的情绪。然而不久前，方舱医
院里跳起广场舞的视频给公众带来一份
别样欢乐的同时，也让人感受到疫情之
下保持积极乐观心态的重要性。近日记
者电话采访了进驻武汉汉阳方舱医院的
我省第八批援助湖北医疗队成员，日照
市精神卫生中心主管护师秦晓辉，听听
他心目中的“方舱群像”。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舱里有一个9岁
的孩子，一家三口都是新冠肺炎确诊病
人，他和爸爸住在方舱医院，他每天都很
开心地画画、玩耍，完全看不出是在住院
的模样。”秦晓辉告诉记者，他曾问过这个

孩子会不会感到害怕，孩子的回复天真烂
漫：你们这么多穿着白大褂的哥哥姐姐在
我身边呢，我不怕。

秦晓辉说，除了病人之间的情绪传
染，医护人员所表现出的情绪态度对于患
者更加重要，热情耐心和低沉不耐烦带给
病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很考验医
护人员的沟通技巧。“我们山东医疗队面
对的最大沟通问题就是方言障碍，尤其是
应对一些年纪较大，语速较快的患者，医
护人员不容易理解他们的意思。”面对语
言不畅，山东医疗队队员除了补习方言知
识外，用更多的耐心一遍遍询问患者的需
求，解答他们的疑惑。

唱歌跳舞、读书、做些简单的运动，方
舱医院因为病人众多而没有那么孤独，也
因为都是轻症患者而气氛较为轻松，但仍

有不少患者存在着沉重的心理负担。“我
刚进舱时就看到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不
吃不喝不睡觉，一直在哭，情绪非常低
落。”面对这样的患者，秦晓辉没有直接进
行安慰，而是先旁敲侧击地问问姑娘家里
的情况，聊聊生活琐事，慢慢才进入正题，
找出症结所在，然后再对症下药。

秦晓辉发现不同年龄段患者的心理
状态各有不同。以老年人为例，他们接
受新知识相对较慢，容易对道听途说的
小道消息信以为真，情绪更容易受到影
响，因此对他们的安慰更应该偏向于把
专业的医学知识通俗化。方舱里更多的
是年轻人，他们自己利用网络电视获取
到了不少疾病相关信息，对于自身病情
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此心态相对较
好。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对于疾病的概

念并不明显强烈，只要给予足够的陪伴
照顾，情绪能够保持稳定。

在与记者的交谈里，秦晓辉坦言，不
仅是患者，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医护人
员也遇到过不良情绪的干扰，产生过轻微
的心理问题。“2月9日我们刚到武汉时，我
和很多同事都失眠了，初进舱的几天，有
一些同事也是整夜睡不着觉，担心被传
染，担心操作是否哪里有了疏漏，虽说我
们是医护人员，但我们也会感到害怕。”

面对出现的情绪问题，秦晓辉及时
和后方精神卫生中心的同事连线，请教
一些心理疏导方面的知识，并把相关辅
助睡眠的呼吸法、音频带给同事们。
“进舱之后，我们不断接受培训，对疾
病的认知越来越深刻，这也是我们逐步
战胜恐惧的关键所在。”秦晓辉说。

我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积极克服自身不良情绪，给予患者真诚宽慰

战胜恐惧，关键是对疾病更深刻的认知

“那一握，我能读懂”

□ 本报记者 王凯

2月15日一早，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南楼四层ICU病房一如既往地忙碌，一个
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身影在病房穿梭。

11床患者，59岁，危重症，2月8日
转入，虽然病情有好转，但仍然呼吸费
力、憋喘厉害，血氧饱和度只有90%，
无创呼吸机支持参数还很高。由于无法
脱离辅助通气，影响正常进食，需要插
胃管进行肠内营养治疗。

老人由于对缺氧的恐惧，心理上一直
不能放松，尽管护士一再解释插胃管的重
要性，他还是坚决不同意。山东医疗队护
理组组长、山东省立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长丁敏，就过去尝试着用轻松的语气和当
地方言跟老人沟通：“大爷，莫和不过（湖
北话：不要害怕），插胃管是为了给您打营
养液，身体壮实了才能打败病毒！”

“我是护士长，工作29年了，相信
我！”看老人没反应，丁敏就紧紧抓住
老人的手，用坚定的眼神给他传达着信
念，经过安抚，老人的情绪终于平静下
来，同意插胃管。

“必须一次成功！”丁敏心里默默
给自己鼓劲，开始着手准备。

老人的脖颈比较短，平时摘下面罩血
氧饱和度瞬间就能降到80%左右，防护服
和护目镜下，丁敏的视线也有点模糊，平
时驾轻就熟的操作，无形中增加了难度。

一切准备就绪，以最快的速度完
成！“大爷，我现在准备给您插管了，
不要紧张，好好配合，咽口水！”护士
迅速摘下呼吸机面罩，丁敏起手插入，
并凭手感快速插至预定长度，立即扣回
面罩……一系列操作只用了八秒钟，而
老人的血氧饱和度已降至78%。

丁敏轻轻俯下身，左手紧紧按住面
罩，右手下意识地握住老人冰冷的手，大
概安慰了两分钟，老人的血氧饱和度升至
91%，丁敏的心才放下来。“您好点了吗？”
“好点了，插管子吧。”“已经插完了。”“啊，
我都没觉到。”老人的手突然反握过来，紧
紧攥了攥丁敏的手。

“那一握，我能读懂！”信任、喜
悦，一种专业自豪感油然而生。

专业知识过硬，技术水平精准。到黄
冈20多天来，山东医疗队的白衣天使们，
用自己的辛勤奉献温暖着一位位患者，从
最初有些许焦虑和茫然，到越来越充满信
心和笃定，用匠心承托起患者的生命。

在他们的心中，有种坚信：没有一个
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交互传递的“暖”和“光亮”
□ 本报记者 赵丰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感动”是
个高频词，每个人都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的付出而感动。而
在战“疫”一线，直接接触患者的医疗队队
员们还有另一种感动：被患者感动。

“我想给医疗队捐赠一批试剂、物
资。”2月19日，病区6床新冠肺炎患者又一
次向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援助湖北抗疫国
家医疗队提出捐赠意愿。

据了解，这位患者是一名36岁的女
性，2月11日晚被接收入院，之前连续咳嗽
了6天，CT检测显示病情较严重。她说：

“入院后就感到医疗队队员们工作起来十
分有序，对患者很细心、耐心，做得很棒，
现在我的病情已经好转了很多。”说着，她
竖起大拇指，给医疗队点赞。

医疗队副队长王欣对这位患者印象

很深：入院后很配合治疗，13号CT检测
较前次已有明显好转，18日核酸检查为
阴性，20日再复查核酸，再是阴性就可
以出院回家了。

他表示：“我们每天监测她的生命
体征，严格按照国家发布的治疗指南对
她进行治疗。患者的体质和情绪都很重
要，在配合医生和护士精心治疗和护理
的同时，保持乐观的心态是患者快速恢
复的自身保障。”

王欣记得，16日查房时，他告诉这位
患者恢复得不错，她很高兴。“而且医疗队
队员对患者照顾得很细致、周到，和她交
流得很好。”王欣说。

与患者一同奋战，还有很多细节让
队员们感动。

武汉汉阳国博方舱医院里，医疗队接
收了一位患者：丈夫患新冠肺炎去世，儿
子被隔离治疗，开始几天她天天哭，最后

坚强地挺了过来，明确表示要配合治疗，
康复后去捐血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山东大学第二
医院医疗队队员丁淑红查房时发现，即使
在层层封闭、重重防护的重症病区，也有
不少有自理能力的患者在病房里天天做
锻炼，积极配合治疗。他们说，为的是争取
早日康复，把医疗资源让给更需要的人。

在日记中，丁淑红深有感触地写道：
在武汉，我们感受到了“暖”和“光亮”，这
种“暖”和“光亮”是交互传递的。医护人员
的付出感动着病患，被病魔折磨的患者心
系家人、心系不曾相识却同病相怜的人的
点点滴滴，同样深深打动着医护人员。

2月19日，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南楼四层传染病隔离病房，山东医疗队队员、泰安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苏晓燕，透过过
厚厚的防护玻璃，与山东省胸科医院护士长杨汝燕相互鼓励。 （□曲文杰 王凯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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