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记者 周 洁

戴好帽子、N95口罩，穿好工作服、防
护服、鞋套，戴上动力送风设备、双层手
套……检验人员韩旭和赵文娜又相互检
查了一遍，确认彼此都已做好三级防护。

2 月 2 日 10 时左右，当天第一批疑
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样本，
已经送到省疾控中心病毒病防治所实
验室门口。这个实验室承担着全省各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标
本的复核任务。自疫情发生以来，实验
室检验人员全员上岗，9 人组成的检测
队伍每天三班倒，24 小时不间断检测，
确保一出结果就能及时反馈给各地。

“为了‘揪’出病毒，尽快采取下一
步防控措施，我们每一次检测都在同疫
情赛跑。”省疾控中心病毒病防治所所
长齐顺祥告诉记者。

接过标本转运箱，韩旭一路小跑，
快步进入实验室。紧闭的大门里面，开
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

“从取出标本、灭活病毒、提取核酸到
荧光PCR扩增，整个检测过程下来，最快
需要5个小时。”韩旭耐心解释操作细节。

其中，最危险的是灭活病毒，暴露
的病毒一旦操作不慎，检验人员极易
被感染。韩旭坦言，家人也会有心理负
担，有时他半夜咳嗽一声，爱人都很
担心。

“其实作为专业的实验室检验人
员，我们会千方百计确保实验室生物安

全，让病毒在指尖轻松起舞。”韩旭笑
笑，除了从头武装到脚的防护装备，实
验室内的生物安全柜也能给检验人员
带来强大保护。

在生物安全柜处理样本时，气流将
被柜子吸收，这样，病毒就不会通过气
溶胶的形式扩散到安全柜以外。进入生
物安全柜的气流，经过安全屏障过滤之
后，向外排出。

12时，他们已进入实验室一个多小
时。完成灭活步骤后，一脸疲惫的韩旭
和赵文娜推门走出实验室。由于长时间

穿戴防护装备，他们的脸上沁满细密的
汗珠，勒出一道道印子。

“穿上厚厚的防护服，会觉得呼吸
不畅、缺氧、眼镜镜片起雾，动作也比平
时笨拙。但是，一旦开始实验就必须做
到底，再口渴都得忍到完成实验的那一
刻。”韩旭说。

近些天，来自四面八方的样本不分
昼夜运送于此，实验室检验人员必须时
刻待命。为保证 24 小时在岗，办公室的
格子间里，最显眼的是沙发、折叠床，占
据了大半个通道。“这是标配，连续作战

是家常便饭。”韩旭说。
这个春节，有人取消外出，有人放

弃团聚，就连大年三十和初一，他们也
在分秒必争地分析样本。“早一分钟确
诊病例，就能早一分钟为医生诊治、为
防 控 疫 情 传 播 抢 出 宝 贵 时 间 。”韩
旭说。

“请广大群众放心，目前全省各级
疾控中心试剂储备充足，能够基本满足
当前需要。”齐顺祥表示。

采访结束，韩旭又匆匆返回实验
室，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

探访省疾控中心病毒病防治所实验室

争分夺秒与疫魔赛跑

2 月 2 日，在省
疾控中心新型冠状
病毒检测实验室，检
验人员正在对标本
转运箱进行消毒。

河北日报记者
周 洁摄

河北日报记者

周洁 王木者摄制

□河北日报记者 刘剑英
通讯员 刘洪涛 刘 龙

1 月 31 日 20 时，位于邱县经济开
发区的河北恩溢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简称恩溢公司）生产车间内，依旧灯
火通明。制版、裁剪、车缝……各道工
序上的工人，正专注地忙碌着。

“往年正月十五前工人都在放假，
今年为了赶制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
企业提前复工复产。”恩溢公司总经理
赵少英说，员工们听说能为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生产防护服，
纷纷报名返回工作岗位。

一家原本生产衬衫和工装的企
业，为何开始生产防护服？原来，由于
当前防护服需求量巨大，位于邯郸永
年区的某防护服生产企业满负荷生
产，仍远远不能满足订单需求。1月29
日，在邯郸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协调
下，该市6家服装企业开始承接部分紧
急医用物资防护服订单，恩溢公司是
其中之一。

“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前方

战斗，我们为做好物资保障贡献微薄
之力，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赵少英介
绍，防护服原料来自有资质的定点生
产企业，每批产品出厂前都要经过表
面抗湿性、断裂强力、过滤效率、断裂
伸长率等多项指标检测，确保产品符
合质量标准。“接到任务后，我们迅速
组织力量对设备进行调试，员工们连
夜研究防护服裁剪、缝制等技术。”

裁剪车间内，员工刘春莲正忙着
在案板上画线。“虽然都是裁剪，但版
型、原材料不同，还是需要仔细揣摩细

节。”刘春莲家住邱县南辛店乡东倪宋
村，距工厂约15公里，骑电动自行车上
班要将近1小时。因家中还有老人、孩
子需照顾，自己不方便在工厂住宿，头
天晚上她只睡了4个小时，一早料理了
家里事，便顶着寒风匆匆赶往工厂。

“早晨出来时街道上空无一人，老
人有些不放心，7岁的小女儿哭着不让
走，但非常时期，全国上下都在团结一
心奋战，咱也得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呀。”
刘春莲一边忙着手中的活计，一边说
道，“很多姐妹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但
没有一个人抱怨，大伙都是干劲十足。”

“员工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目
前日产能已达到 2000 件。”赵少英说，
当地党委、政府及时为企业复产解难
题，眼下企业的任务就是争分夺秒，全
力为前方医护人员赶制紧急医用物资
防护服。

24小时待命，随时出发
——海港区疾控中心消杀科科长李立峰的一天

服装厂紧急改产防护服
——河北恩溢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生产见闻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从
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按照北京
市交通委员会、河北省交通运
输厅联合制定的《关于跨京冀
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工作的指导
方案》，为做好两地城际客运

（公交）出行服务保障，自 2月 3
日起，我省和北京市在认真组
织落实好公共交通疫情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逐步恢复跨京冀
公交线路运营。

京冀两地将按照安全防控

到位、稳步有序推进、分批恢复
运营的原则，分批次恢复跨京冀
公交线路运营。2月3日起逐步
恢复部分线路运营，初期加大发
车间隔，或者按照公布的发车时
刻表发车。原则上采取“首末站
点对点直达”的运营方式，并由
我省当地县（市、区）政府同意
后，恢复跨京冀公交线路运营。
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由北京
公交企业和我省当地县（市、区）
政府协商确定全面恢复时间。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2
月3日从省公安厅获悉，疫情发
生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迅速成立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疫情处置工作方案和应急预
案，强化省域周边、省域内、环
京周边“三道防线”，坚持全面
覆盖、应设尽设，全省统筹布设
疫情防控站点 1349 个，投入警
力 11512人，医护人员 4080人，
配备体温检测设备2574件。

全省公安机关严格执行逢
车必检、逢人必测，发热及同行人
员一律移交。目前，共检查车辆
215.4万辆，核查人员474.7万余
人，移交发热及同行人员313人。

工作中，公安机关注重规
范流程提高效率，各智慧检查
站对所有过往车辆全部做到留
牌留影；不具备“智慧安检”条
件的检查站，利用固定设备核

查信息，做到人车绑定；临时检
查站配齐移动核查装备，比对
绑定、及时回传车辆人员信息，
确保疫情检查检测可回溯、可
倒查。针对返程高峰压力，深入
预判、实时监测道路通行情况，
增加警力和医疗人员，启用全
部检查车道、采取复式检查，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
提高通行效率。截至 2 月 2 日，
全省没有出现长时间大范围拥
堵情况。同时，对医疗救援、生
活物资等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确保安全快速通行。

据悉，省公安厅党委下发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民警充分发挥表率引领作
用，以强有力的党建引领疫情
防控。同时，全力做好战时保
障，优先保障高速公路检查站
执勤警力。

筑牢抵御疫情“三道防线”

全省公安机关统筹布设
疫情防控站点1349个

2月3日起

跨京冀公交线路逐步恢复运营

3
2020年2月5日 星期三

版面编辑：时兆华 视觉编辑：展茂光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 史晓多

近日，记者赶到秦皇岛市东山浴
场附近的锦江之星酒店门口时，海港
区疾控中心消杀科科长李立峰正在同
事的帮助下进行消杀前的准备工作。

锦江之星酒店是临时确定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近距离
接触者隔离点，他要对这里的公共区
域采取全面消杀措施。从 1 月 22 日接
到防控疫情任务以来，他已经在一线
坚守了十多天。

今年 42 岁的李立峰，已在海港区
疾控中心工作 23 年，主要职责是消毒
杀虫、流行病学调查（流调）、预防性消
毒技术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袭来，身为消杀组组长，他带领
同事们承担着流调、采样、隔离、转移
等环节的消杀工作。

1月22日，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李
立峰预感到疫情严重，开始着手清点
防疫物资、准备消杀药品、整理消杀设
备。晚上到家后，本打算给女儿做些她
爱吃的饭菜，再给自己理个发，洗个热
水澡。没想到，紧急消杀任务来了。结
果，女儿没能吃上好吃的，他穿着满是
头发茬的衣服就冲上了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第一线。

除 夕 没 能 回 家 ，初 一 初 二 初

三 ……春节期间，他都没能回家，平均
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实在困得不行就
靠喝咖啡、抽烟挺着。李立峰和同事们
一起住在单位旁的宾馆里，一天三顿
只能吃盒饭、方便面。

22 时许，李立峰走出锦江之星酒
店，等候多时的同事们立刻对他进行

全身消毒，再将一次性护具和可重复
利用护具分别装进袋子里。

20 多分钟后，记者和李立峰一起
回到他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一份
没吃完的盒饭。

李立峰刚想把剩下的盒饭吃完，
手机又响了：一隔离点需要给化粪池

投放消杀药剂。李立峰把盒饭往旁边
一推，又和同事们驾车出发了。

23时，到达隔离点，李立峰向工作
人员问明化粪池的位置、体积、流向等
情况，计算好投药量，然后开始穿戴防
护装备。就在这时，手机又响了……

23时20分，对救护车进行消杀；23
时30分，给化粪池投药；23时35分，海
港医院来电，有流调人员需要消杀。

“消杀工作是防控疫情最关键的
环节之一，丝毫不能麻痹大意。我和同
事们 24 小时待命，随时有任务随时
上。”在海港医院门口等候流调人员
时，李立峰疲惫地靠在汽车后座上说。

“过年也不能好好陪孩子，想她
吗？”

“说实话，真是没时间想啊！”李立峰
说，他只在1月28日通过视频和女儿聊
了一会儿，“原打算春节期间带她到广州
玩几天，看来只能等放暑假时补上了。”

1时10分，看到流调人员走出海港
医院，李立峰立刻下车，对他们全身进行
消毒。忙完这一切，时间已接近凌晨2时。

李立峰正在给救护车消杀灭菌。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摄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与时间竞速，与疫情抗争。2月4日18
时 55 分，河北航空 NS8879 航班降落武汉
天河国际机场，河北省援鄂抗疫医疗队第
三批103名队员和保障物资抵达抗疫一线。

又出征，坚信武汉必胜！当日 17 时，
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103 名队员举起
右手，向河北的父老乡亲立下誓言。

2月3日晚，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紧急通
知下达后，省卫生健康委连夜向各市发出
通知，各地紧急动员。次日15时，103名队
员集结完毕。第三批医疗队队长、河北省
中医药管理局二级调研员徐卫华介绍，医
疗队中包括 100 名市、县级医院临床内科
护士，来自石家庄、保定、唐山、邢台和邯郸
市。到达武汉后，队员们将按照统一安排
尽快投入到救治工作中。

凌晨2时接到通知，6时赶到单位，8时
到唐山市集合，13时乘坐高铁到达石家庄
正定国际机场站……唐山市丰南区中医院
内二科护士伍华和同事黄肖然手里各拎着
一个大包。“时间太紧张，我们没有时间准
备东西。”伍华说，“这都是医院给我们准备
的，有口罩、防护服、帽子等防护用品。到
武汉后，我们一定不辜负医院和同事们的
嘱托，全力把工作做好。”

“武汉的疫情再危险，总得有人去。”保
定市竞秀区医院内三科护士长仝娟有20年
护理经验，2003年，因为生孩子错过了抗击
非典救治工作，这一次她第一个报名请战。

“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仝娟
告诉记者，出发前，她给儿子打了一个电
话，和儿子约定，她在前方奋斗，儿子在家
里好好学习，等她回来。

32岁的石家庄市藁城区中医院神经内
科护士张好告诉记者：“我们同来的大都是
80后、90后，在危急时刻，作为年轻人，要有
责任担当，救治好病患，为抗疫尽一份力。”

“关键时期，我们主动向省委、省政府
申请，承担运送医护人员、医疗物资支援湖
北的任务。”河北航空公司总经理蒋卫东介
绍，接到紧急任务后，公司各部门上下联动，全力沟通民航相关部
门，申请执行紧急运输任务，并安排技术状态最佳的飞机执行任务，
严格挑选飞行、乘务、保卫、机务等党员业务骨干执行紧急运输任
务，开辟绿色通道为医疗队员快速登机提供便利。

温馨的机舱里，机组成员通过广播向医疗人员表达敬意，“请
照顾好自己，做好防护，等待着你们披荆斩棘后凯旋，我们再接您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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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组织部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保障。要把党的
强大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
势转化为疫情防控工作优势，组织动员广大
党员践行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让党旗在
防控疫情的第一线高高飘扬。要在防控疫情
和急难险重任务中考察、识别、评价、使用干
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全力以赴抓落实。要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
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确保党中
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第一版）要抓实抓细物资储备保障，多渠
道采购防护服、口罩、消杀品等重点物资，支持
相关企业复工满负荷生产、扩大产能，做好涉
及重要国计民生的企事业单位开工开业工作，
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蔬菜、肉蛋奶、

粮食等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要抓实抓细风险
防范，在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物资储备等方面
找差距补短板，完善制度、理顺机制，持续推进
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抓实抓细
工作统筹，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密切监测经济运行
状况，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做好“六稳”工作。

会议研究审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

施》，从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
一调度、保障疫情期间物资供给、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加大财税金融扶持力度、加快项目前
期工作和谋划建设、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切实
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制定有针对性的举措，
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确保全省经济
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夯实基层基础 深化排查防控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上接第一版）工作人员说，当前各类药品
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但是口罩、消毒液
等物资相对紧张。王东峰强调，各地各部
门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千方百计加大药
品和防控用品保障力度，最大限度满足人

民群众需要。在家乐福超市，王东峰详细
了解菜、肉、蛋、奶、果等群众生活必需品
的供应和价格情况，当得知这些物品货源
比较充足，价格一直稳定在合理区间，王
东峰十分高兴，要求加强质量检测，确保

价格稳定，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
活需求。

最后，王东峰来到省卫生健康委机关，与
干部职工和在这里进行远程会诊的省防控疫
情医疗专家组进行座谈。王东峰强调，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
科学精准做好患者救治工作。特别针对危重
症患者，要一对一成立专家组，制定科学有效
的治疗方案，整合全省医疗专家力量进行会
诊，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患者，确保零感染、无
死亡。

省委常委、秘书长高志立参加暗访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