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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32名
确诊患者全部出院，保
定市新冠肺炎医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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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你们是最美的白衣天使！”2月25
日上午，治愈出院的曹女士向医护人
员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当天，随着第十
三批 2 例新冠肺炎患者正式出院，保
定市 32 名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实
现确诊患者病例“清零”，医护人员零
感染。

“一个多月来，我们与时间赛跑、
同病魔较量，不仅检验了医技水平，更
展现出医护团队成员的奉献和智慧担
当。”保定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
组长樊峰萍眼圈湿润，心情激动。自 1
月 23 日接治首例确诊患者以来，她和
专家团队始终战斗在一线，经历了许
多紧张奋战的不眠之夜，也享受着爬
坡过坎后的成功喜悦。

早用药早干预，就是对
病人负责！

1月23日，全市首例确诊患者计先
生入院，体温最高到39℃。

疫情就是命令。保定市新冠肺炎
医疗救治专家团队闻令而动，却不得
不面对一个挑战——没有特效药、没
有新冠肺炎治疗经验。

“要主动出击，不做被动防守，才
能阻止轻症向重症、重症向危重症转
变。”呼吸科专家、保定市第一中心医
院副院长樊峰萍拥有“非典”、H7N9、
H1N1等重大疫情的救治经验，在关键
时刻，她的态度很坚决：“立即用药，减
轻患者肺部渗出。”

在抗病毒、抗感染等药物的合力
作用下，1 月 25 日，计先生体温降到
37℃。紧接着，入院后的第二次 CT 显
示，双肺炎症没有增加——病情稳定
住了。

“早用中草药、早用抗病毒药、早
用激素，加强营养支持，是战胜病魔的
法宝。”樊峰萍说，32例患者中，重症患
者 3 例，危重症患者 1 例，但死亡率为
零，关键就在于专家团队将治疗关口
前移，早用药早干预，进行个性化精准
施治，为患者治愈赢得了时间。

樊峰萍说，由于没有特效药，每一

个治疗的关键节点，都可能走到与结
果完全相反的岔路，只有作出最准确
及时的判断和决定，才能令危重症、重
症患者的病情好转。

74岁的郑女士是保定市唯一的新
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基础病多、心律不
齐、血象波动大。“高龄、基础病严重、
病情进展快，这位患者几乎集合了所
有危重患者的不利条件。”樊峰萍说，
在省救治专家的指导下，专家组集合
了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重症患者救治
力量，协同研判，精准决策，把握住了
每一个治疗关口，蹚过了一个又一个
雷阵，终于将郑女士从死亡边缘拉了
回来。

“慢郎中”变身“急先锋”

2 月 3 日上午，在保定市人民医院
远程会诊中心，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
全部到位，严阵以待。

“患者嗓子疼，痰中带血，还有发
憋气短症状。”隔离病区内的主治医生
向专家组报告患者蔡先生的最新病
情。

“视频连线病房，看一下患者舌
苔。”专家团队中医组组长牛建海当机

立断。他说，中医的特点在于辨证施
治，患者体质不同，所表现的症状也不
尽相同，在治疗中就要因人而异、因时
而异，采用“一人一时一法一方”。

“舌质暗红、舌苔黄腻，是典型的
湿热蕴肺、血热旺行的症状。”根据蔡
先生的病情变化，专家组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改之以清热燥湿、凉血止血方
药。服药次日，蔡先生发憋气短明显好
转，痰中血丝也不见了。

“中医药能够起到尽快缓解咳、
喘、乏力、发热等症状的作用，在调理
胃肠道、减少并发症、缩短病程、提高
治愈率等方面有显著成效。”牛建海
说，临床效果证明，中医辨证施治在新
冠肺炎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慢
郎中”变身为“急先锋”。

医患同心，才能合力战胜病毒！

1 月 24 日，得知确诊的消息后，刁
女士当着儿子的面哭了起来：“我怎么
会得这样的病，还能不能治好？我的儿
子可咋办？”“你们别走了，陪我聊聊天
行不行？”

看到刁女士紧张、恐慌，茶不思饭
不想，保定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

任李淑玲非常着急。怎样才能方便沟
通、及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和心理状况？
她想出一个办法——建微信群，把4名
医生、5 名护士还有刁女士拉到群中，
母子俩在治疗和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和
需要，都能在微信群中得到解决。

有一天深夜，刁女士在微信群里
说：“终于有点胃口了，你们能不能多
给买点水果？”正巧被护士李妍看到，
立即回复：“放心，马上解决！”

第二天一早，刁女士的病房就多
了一兜砂糖橘和火龙果。在医生护士
的悉心关心照顾和心理专家的指导
下，刁女士建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积
极配合治疗，很快痊愈出院。

郑女士在危重期间，生活不能自
理。医护人员24小时床旁守护，不怕脏
不怕累，给她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帮
她树立治愈的信心。

“在病房内外，医患之间充分信
任、相互合作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为
战胜病魔注入了正能量。”樊峰萍说，
在和疫情斗争的一个多月里，科学救
治与人文关怀并行，医护人员与患者
同心协力，谱写出战胜疫情的和谐温
暖篇章。

确诊患者病例“清零”的背后
——记保定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团队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
颜征华）2月 23日，春寒料峭，任县一
家农资供应网点的仓库里，履带机不
停运转，一袋袋化肥运到农资保供车
中，工人逐一码放整齐，不足半小时，
10吨重的化肥装车离仓。

“目前，村民不便外出购买农
资，我们加班加点把化肥、农药送到
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农户手中，尽
量满足用户需求。”农资供应网点负
责人武志方说。

作为农业大县，任县今年种植
小麦38万亩。正值农田管理的关键时
期，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保
证各项农事生产有条不紊地推进？任
县从宣传引导、农资供应、技术培训、

田间管理等方面提供全程服务，夯实
夏粮丰收基础。

经过20分钟车程，满载化肥的农
资保供车到达西固城乡陈杜科村。在
村口，防疫排查点值守人员对车辆进
行消毒，给司机测量体温。随后，这辆
汽车驶进村庄。

在农资分销点上，村民早已排
队等候，随后按照提前登记的数
量，用农用三轮车、小推车把一袋
袋化肥运进家。

村党支部书记杜平礼介绍说，
眼下正是冬小麦浇水施肥期，针对
当前形势，他们同农资分销商沟通
后，对一家一户用量进行统计，通
过电话联系了农资供应点，将化肥

农药运到百姓家门口，解了乡亲们
的燃眉之急。

“小麦生长周期长，每个周期需
施肥两次。现在，小麦已经返青，农户
陆续开始浇水施肥。”任县农业农村
局高级农艺师李淑华说，为使农资供
应送货到村、到社、到田间地头，任县
为运送农资车辆印发了“绿色通行
证”，开通农资保供“绿色通道”，并实
时加强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供
需、质量监测，全力保障农民春耕
所需。

“家里10多亩地，自己开车或雇
车到村外农资供应网点买化肥、农
药，费时费力不说，到人员密集场所
还增加了风险。化肥直接拉到家门

口，既省心省力又安全。”村民杜现
平边抬化肥边说。

在保障农用物资供应的同时，任
县还组织专家、技术人员开展苗情调
查，制定小麦春季田间管理技术方
案，强化田间分类管理。同时，按
照“群众下单、政府配菜”的方
式，采用远程指导与实地指导相结
合、线上培训与线下培训相结合等办
法，及时开展春耕生产服务、技术指
导和专业培训，确保疫情防控、春
耕备播两不误。

目前，任县为 1500 余户农户提
供了农资送货上门服务，运送化肥
200余吨，提供远程技术指导培训30
余场次。

农资送到家门口 战疫春耕两不误

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区、新华区、正定
县、高邑县、赵县、藁城区、晋州市、井陉矿区、井
陉县、灵寿县、鹿泉区、平山县、深泽县、无极县、
新乐市、行唐县、元氏县、赞皇县、栾城区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
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双桥区、承德县、隆化县、滦
平县、平泉市、双滦区、兴隆县、鹰手营子矿区

张家口市：宣化区、桥西区、尚义县、崇礼
区、万全区、赤城县、沽源县、怀安县、怀来县、
桥东区、蔚县、下花园区、阳原县、涿鹿县

秦皇岛市：海港区、抚宁区、北戴河区、昌
黎县、青龙满族自治县、山海关区

唐山市：遵化市、路北区、路南区、玉田县、
滦州市、曹妃甸区、丰南区、丰润区、古冶区、开
平区、乐亭县、滦南县

廊坊市：文安县、霸州市、香河县、大城县、
三河市、广阳区、永清县、安次区、大厂回族自
治县

保定市：涿州市、高碑店市、竞秀区、莲池
区、安国市、阜平县、徐水区、高阳县、望都县、
博野县、定兴县、满城区、清苑区、曲阳县、顺平
县、唐县、涞水县、涞源县、蠡县

沧州市：任丘市、运河区、泊头市、黄骅市、
肃宁县、沧县、东光县、海兴县、孟村回族自治
县、青县、吴桥县、新华区、盐山县

衡水市：深州市、桃城区、枣强县、安平县、
阜城县、故城县、冀州区、景县、饶阳县、武强
县、武邑县

邢台市：清河县、隆尧县、宁晋县、邢台县、
柏乡县、广宗县、巨鹿县、临西县、内丘县、新河
县、临城县、南宫市、南和县、平乡县、桥东区、
桥西区、任县、沙河市

邯郸市：临漳县、邯山区、丛台区、磁县、大
名县、成安县、峰峰矿区、曲周县、永年区、肥乡
区、复兴区、馆陶县、广平县、鸡泽县、邱县、涉
县、武安市

雄安新区：雄县、安新县、容城县
定州市
辛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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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从 2
月29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全省雄安
绿博园建设视频调度会上获悉，
为树立雄安绿博园的独特形象，
打造雄安绿博园品牌，我省成立
了由国家和省级专家组成的评
审委员会。经国家林草局同意
后，我省将于近期向社会公开征
集雄安绿博园的徽标和吉祥物设
计方案。

雄安绿博园北起南拒马河生
态堤，南至容易线，西起贾光村，
东至京雄高速，总规模2.68万亩，
共包含省内各设区市及定州市、
辛集市、雄安新区等 14 个特色核
心城市展园及城市林，将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建设完成。雄安绿博
园在设计上充分吸收了北京世园
会、深圳锦绣中华等先进理念。在
树种选择上，重点增加常绿树种
和金枝槐、金银木、北美海棠等具
有丰富色彩的树木品种。

我省邀请了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草局等单位顶级专家组成
评审委员会，对雄安绿博园总体规

划和各市规划设计进行了全面论
证。根据专家意见，省林草局组织
各市力量集中对规划设计进行了
修改完善。

各地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科学测算雄安绿博园建设经
费，明确投资主体，积极吸引社会
力量投资雄安绿博园建设，为雄
安绿博园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
金保障。

目前，雄安绿博园已初步完
成水电路讯及市政综合专项规划
设计。截至2019年年底，各市已全
部完成绿博园进场施工。唐山、廊
坊两市已先期开展植树造林，各
市都与雄安新区相关乡村进行了
现场对接，完成了地块确认、边界
丈量、地形勘测等前期建设工作。

各市通过订单生产，定向培
育，选育海棠、银杏、金枝槐、金叶
榆、白蜡、五角枫、白皮松等彩叶树
种、特色树种和常绿乔木、落叶乔
木等共计 200 多个品种、100 多万
株苗木，雄安绿博园建设良种壮苗
有了充分保障。

我省将公开征集雄安绿博园
徽标和吉祥物设计方案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2月29日，我省
公布了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名单，
共有 155个低风险地区，有 13个中风险地区，
没有高风险地区。

石家庄市：长安区
张家口市：康保县、张北县（察北管理区）
秦皇岛市：卢龙县
唐山市：迁安市、迁西县
廊坊市：固安县
保定市：易县
沧州市：河间市、南皮县、献县
邢台市：威县
邯郸市：魏县

●● 低风险地区低风险地区（（155155个个））

●● 中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1313个个））

● 高风险地区

无

2月29日，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最后三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经临床
诊断及核酸检测，符合出院标准，同时走出隔离病区。至此，石家庄市
第五医院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1例，新冠肺炎住院确诊病例全部出院。
图为医护人员与出院患者挥手告别。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河北最后一批贫困县“摘帽”

（上接第一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
责、守土尽责。

“仁者，爱人也。”人们常说医者
仁心，其实党员干部更要有一颗仁爱
之心。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着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疫情直接影
响着就业创业、影响着居民收入，部
分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面
临的困难可能增多。把群众冷暖安
危放在心上，我们共产党人平时如
此，非常时期更应如此。增强仁爱之

心，当好人民群众贴心人，及时解决
群众所急所忧所思所盼，把患者收
治、生活保障、复工复产等现实问题
抓实抓细，人民群众才会更加安心顺
心，才更有信心和热情参与到战疫
当中。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科学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
长、传染力强。目前，疫情的“拐点”还
没有到来，还不到“歇歇脚”“松口气”
的时候。现在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

的态势正在拓展，得益于坚决把党中
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把
良好势头保持下去，依然要继续保持
和增强谨慎之心。对风险因素有底线
思维，对要解决的问题一抓到底，一时
一刻不放松，一丝一毫不马虎，我们才
能把防控网络越织越密，最终把病毒
逼进死角，彻底清除。

1998 年 我 们 战 胜 了 特 大 洪 灾 ，
2003 年我们战胜了“非典”，2008 年
我们经受住了汶川大地震的严峻考

验 ……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
长、从磨难中奋起，中华民族历来是
一个勇敢而坚毅的民族，共产党人历
来冲锋在一线、奋战在一线。不断增
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
慎之心，让党旗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第一线高高飘扬，我们就一定
能够团结带领广大群众战胜疫情，保
持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势头，实现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
目标任务。

（上接第一版）
2012 年岁末，党的十八大提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不久，习近平
总书记第二次外出考察，就来到位于
太行山深处的阜平县。在这里，总书
记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进军
令：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
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不负总书记的重托，省委、省政府
带领燕赵儿女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深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科技扶
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和易地搬迁扶
贫，率先建立五级书记抓扶贫、县（市、

区）委书记脱贫攻坚“擂台赛”、长效脱
贫防贫等机制，举全省之力确保如期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

通知要求，13 个县和涿鹿县赵家

蓬区退出后，要按照“摘帽”不摘责任、
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的总体
要求，继续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进一步建立健全脱贫防贫长效机制，
巩固发展脱贫成果，推动剩余贫困人
口如期高质量脱贫，防止返贫和出现
新的贫困群体。在脱贫攻坚期内，继
续实行最严格的扶贫考核评估，确保
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检验。

（上接第一版）着力增强人才工作改革
创新成效，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梁田庚强调，要准确把握新形势

下组织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抓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的建设永恒课题，着力打
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强化政治考察政治监督，优化干部队
伍结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集中力
量推进实施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
要》，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力，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
理，深入开展“抓党建、促脱贫、保小
康”活动，注重发挥人才引领发展的
战略作用，用心用力打造绝对忠诚的
组工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