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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22日讯（记者张立）今日，哈尔滨
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了，关于
将呼兰区兰河街道等地区风险等级调整为中风
险地区的通告。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从
2021年1月22日12时起，将呼兰区兰河街道
幸福小区3号楼3单元划定为管控单元，所在
兰河街道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将呼兰区呼兰
街道亿兴小区26号楼4单元划定为管控单
元，所在呼兰街道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将呼兰
区民主街10-1号划定为管控单元，所在公园
路街道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将利民开发区正

大食品加工厂宿舍、富佳新天地小区1期3号
楼1单元、5单元划定为管控单元，所在裕田
街道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将利民开发区常青
家园小区11栋5单元、长禹星港湾20号楼1
单元划定为管控单元，所在利民街道划定为
中风险地区；将利民开发区南京路江霆华府
小区A4号楼5单元划定为管控单元，所在裕
强街道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将利民开发区锦
绣丽都小区3号楼3单元划定为管控单元，所
在南京路街道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将道里区
群力第二大道687号7号楼3单元划定为管
控单元，所在工农街道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哈尔滨市呼兰区兰河街道等地区风险等级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现在正值冬季严寒季节，这种恶劣天气
给防控工作带来了哪些困难？22日，在全省
防疫工作第63场新闻发布会上，绥化市卫
生健康委主任郭建民对此进行了回答。

据介绍，目前，防控工作正处于东北的
冬季最寒冷季节。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
志愿者都经常需要冒着严寒在室外连续工

作。这种天气，给室外消杀工作带来重重困
难。目前有效消毒剂均为液态，在进行室外
喷洒消毒时会迅速结冰，无法达到消毒效
果。鉴于现在室外消杀存在的实际困难，绥
化市正在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希望能够将
国家正在边境口岸试用的低温消毒技术和
产品优先投放。

绥化市：争取低温消毒技术和产品优先投用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文/摄）春节临
近，全省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当前，我
省如何保障居民的“菜篮子”,在22日召开
的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第63场新闻发布会
上，省农村农业厅副厅长虞塞明就当前全
省“菜篮子”供应保障情况作了新闻发布。

据介绍，全省肉蛋奶、蔬菜等“菜篮子”
产品生产稳定，供应充足。肉蛋奶自给有
余，蔬菜储备充足，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目
前，全省猪肉日产量2500吨，自给率130%
以上；禽蛋日产量3000吨，自给率120%以
上；生鲜乳日产量6000吨，自给率200%以
上；蔬菜库存、货源充足，13个市（地）批发
市场日库存量1.7万吨，进货量2130吨，销
售量2190吨。日上市地产鲜菜20吨，外
进蔬菜渠道稳定，货源充足。

下一步，省农业农村厅将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农业生产，确保农产品产得出、供

得上，保障消费需求。科学安排肉蛋奶、蔬
菜生产，保障生产资料物流畅通。中高风
险地区出栏的畜禽，实行“点对点”调运，保
障正常生产流通秩序。加大对地产蔬菜生
产管理，扩大种植规模。组织生产经营者
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防止出现卖难和
断供。继续督促指导各地毫不松懈抓好非
洲猪瘟常态化防控，确保疫情稳定。结合
2020年秋防检查和 2021 年春防安排要
求，查缺补漏，绷紧弦、不松懈，抓好各项防
控关键措施的落实，防止重大动物疫情和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发挥好“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和保供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压实落
靠保供责任，及时协调解决生产、流通等方
面问题，统筹抓好生产发展、产销衔接、流
通运输等各项工作。落实国家生猪调出大
县奖励、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等各
项扶持政策，稳步提升基础产能。

我省多举措保障春节菜篮子

猪肉日产量2500吨自给率 130%以上
禽蛋日产量3000吨自给率 120%以上

绥化市实行了为期7天的最严管控措
施，目前管控的效果如何，市民能否理解与
配合？当地怎样保障居家人员的生活需求
和解决实际困难？在22日全省疫情防控
工作第63次新闻发布会上，绥化市卫生健
康委主任郭建民对此进行回答。

管控措施实施以来，达到了预期效
果。管住了人，极大地降低了人员流动，除
保障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居家，不得外出；
管住了车，除参与疫情防控、运送生产生活
物资等车辆凭通行证通行外，其他所有车
辆不允许上路；管住了场所，除超市、粮油、
果蔬、药店等必需商户外，其余一律关停；
管住了物，对冷链食品、冷库进行严管，采
用黑龙江冷链平台，做到首站赋码，一码到
底，凭码销售，无码禁售，也宣传引导老百
姓无码不买。

这种严格的管控措施会给广大群众正
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绥化市对
此做出了充分的预判，尽最大努力保证人
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积极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成立保障组织：老百姓的生活物
资，由乡村街道干部、志愿者组成的生活保
障组和应急保障组负责解决，设立了联系
电话，24小时及时服务。同时，我们要求
超市、粮油店、果蔬店采取“订单配送”方式
供货，保证市民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成立
应急组织：成立了由医疗、运输、电力、自来
水、燃气、供热等12个部门组成的应急组
织，公布了应急保障电话，保证人民群众
药、医、行、水、电、气等方面出现困难和故
障时，做到事有人管，责有人负。成立志愿
服务队：主要是对透析患者、临产孕妇、行
动不便的紧急病患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

绥化严格管控期间 百姓供应政府统筹

生活报讯（程岩 记者吕晓
艳）22日，我省卫健委发布最
新疫情通报：2021年1月21日
0-24时，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47例（绥化市望奎
县35例，其中望奎县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7例。绥化
海伦市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病例1例，大庆市肇州县无症状
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1例，哈尔
滨市利民开发区7例，哈尔滨市
呼兰区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88例（绥化市望奎县42例，
绥化海伦市8例，绥化安达市5

例，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 22
例，哈尔滨市呼兰区9例，齐齐
哈尔市昂昂溪区2例）。

上述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均是在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期间及开展扩大核酸检测
主动筛查发现的，经当地专家
组会诊后明确诊断，现已转至
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或
隔离医学观察。当地有关部门
已对所有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
和密接的密接落实隔离管控措
施，对其曾经活动过的场所进
行终末消毒和封闭管理。

我省卫健委发布最新疫情通报

22日上午，全省疫情防控
工作第63场新闻发布会上，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刘
彦诚通报我省新冠肺炎疫情情
况。

从1月10日绥化市望奎县
出现病例开始，截至1月21日
24时,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303例(其中,绥化市望奎县
266例、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7
例、绥化市安达市7例、绥化市
北林区7例、哈尔滨市香坊区5
例、绥化海伦市4例、哈尔滨市
呼兰区3例、哈尔滨市道里区1
例、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1例、
大庆市龙凤区1例、大庆市肇州
县1例)；累计无症状感染者451
例(其中,绥化市望奎县293例、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41例、哈
尔滨市呼兰区27例、齐齐哈尔
市昂昂溪区25例、绥化海伦市
20例、绥化安达市15例、绥化市
绥棱县7例、齐齐哈尔市富拉尔
基区4例、牡丹江市林口县4例、
绥化市北林区4例、绥化市青冈

县3例、哈尔滨市南岗区2例、齐
齐哈尔市建华区2例、伊春市大
箐山县2例、哈尔滨市道外区1
例、大庆市萨尔图区1例)。

上述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均已转至定点医疗机
构进行隔离治疗或隔离医学观
察。此次救治工作得到了国家
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的大力
支持，第一时间派出国内一流、
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与我省选
派的专家团队组成联合医疗救
治专家组。在专家组的指导下，
建立专家评估体系和会诊体系，
坚持多学科协同救治，加强中西
医并重，不断优化救治方案，提
升救治质量。针对本次疫情患
者特点，选派重症、妇产、儿科、
中医、心理等专业医生每天进驻
隔离病区，制定个性化诊疗方
案，加强对老人、儿童、孕产妇等
特殊群体的诊疗和护理，积极开
展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从目
前治疗情况来看，成效较为明
显，所有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均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

来自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第63场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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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报 讯（记 者黄迎峰）
“约了半个多月的饭，可算能坐
在一起好好说说话了，虽然在一
个城市，我俩都成网友了。”说到
这里，刚下夜班的陆彬爽朗地笑
了，几天没见了，中午终于能一
起吃个饭了。

陆彬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南
岗公安分局荣市街派出所民警，
她的妻子是儿童医院的医生，两
人平时工作非常繁忙，又经常加
班或者值夜班，所以坐在一起吃
饭成了一件奢侈的事。“中午约
好晚上一起吃饭，到了晚上会经
常爽约。”陆彬说，“我回家了天
都快亮了，可是走到楼下看到家
中的灯亮着，我就知道媳妇回来
了，心里都是暖的。”

经历了去年的疫情，夫妻二
人知道此次疫情期间，见面的机
会就更少了。21日晚，连夜核酸
检测，本来说好晚上一起吃饭，
陆彬又和妻子“请假”了，妻子很
快就回了信息：“我也加班一宿，
刚要跟你‘请假’呢，哈哈！”就这

样，两人互道保重身体后，奔向
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陆彬的工作主要是在核酸
检测中维持秩序，在室外站着，
人多时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人少
了能进屋热乎一会儿，就这样，
从21日 17时坚持到了第二天8
时下班。陆彬说，昨晚有一幕让
他很感动，顿时不觉得冷了。当
时有群众排队时发生点儿小矛

盾，都没用警察开口劝解，几位
排队的群众说：“这点儿小事还
吵啥？咱们检测完了就走了，人
家警察还得站一宿呢，为他们考
虑考虑，赶紧的吧！”就这样，大
家都安静地配合工作。

记者打电话时，陆彬刚接到
妻子，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中午能
跟媳妇吃个团圆饭了，吃饱了继
续值班去，动力满满！

生活报讯（雷景富 记者仲亮）
22日10时许，五大连池风景区民警
张国强在低于-20℃室外进行防疫
巡逻管控。爱人汤爽作为一名护士，
此刻正忙于给当地居民做核酸检
测。如果不是临时接到防疫任务，这
对小夫妻早已走入婚礼的殿堂。

“去年4月，我和爱人汤爽就已
经办完结婚登记，准备在今年1月3
日举行婚礼，没想到突然的防疫任
务，使我们的婚礼暂缓。”张国强告
诉记者，起初双方父母觉得推迟不

太好，但我们参与的是防疫一线的
工作，老人们知道防疫是头等大事，
所以取消了仪式，退了酒席。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张国强的
爱人汤爽是引龙河农场医院的护
士，自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每日
忙碌于核酸样本采集和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而作为民警的张国强也要
坚守防疫的巡逻管控，工作的时间
不同，这对小夫妻很难在家相聚。
每天只能在微信上互相问候：“吃了
吗？”“没呢，刚检测完，下来吃口饭，

一会7点还要继续采样。”“累了就
歇会，和别人替换一下，你都站6个
小时了。”“不行，这隔离服穿一次
就得用得值，要不浪费了。”……

采访中，张国强向记者表示：
“现在是特殊时期，疫情防控工作
需要年轻人坚守岗位，奋战一线。
等疫情过去，我们再选一个好日子
举行婚礼。等疫情结束，我一定要
在我俩的婚礼仪式上，大声喊出

‘我爱你！’在亲朋好友见证下，让
汤爽做最幸福、美丽的新娘！”

五大连池民警护士夫妻

婚期推迟 防疫是头等大事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鲁泽 记
者黄迎峰）“您订的奶茶到了，来取一
下。”“我们这没人订奶茶呀。”21日上
午，一位外卖小哥拎着两兜奶茶送到了
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和平路派出
所。当班民警带着疑惑查看了订单备
注发现，奶茶是辖区的居民见派出所民
警防疫比较辛苦，特意订的。

“感谢有你，辛苦了，警察同志，愿你
们平平安安，疫情早日结束。”这暖心的
问候，是防疫一线公安民警、辅警最大的
鼓励。接过奶茶的瞬间，民警十分感动， 说：好像连日来的疲惫瞬间消失了。

民警收到奶茶外卖:

原以为送错看到外卖单备注后
连日来的疲惫瞬间消失

生活报讯（孙楠 记者栾德谦）近
日，一名旅客在哈尔滨机场突发疾病，呼
吸心跳均已停止，病情危重。哈尔滨机
场消防护卫部急救中心紧急对患者进行
抢救，使患者转危为安。

记者从哈尔滨机场了解到，12日晚，
哈尔滨机场消防护卫部急救中心接到紧
急呼救电话。一名旅客突发疾病，病情
危重。消防护卫部急救中心6名医护人
员迅速赶到现场。此时，该患者已丧失
意识，颈动脉搏消失，呼吸心跳停止，病
情十分危急！时间就是生命，急救中心
医生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术，与死

神争夺患者的生命。随着一次又一次的
胸外心脏按压，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

5分钟……10分钟……终于，患者
出现了微弱的心跳，抢救成功！

据介绍，心脏骤停一旦发生，如得
不到及时抢救复苏，4-6分钟后就会造
成患者脑部和其他人体重要器官组织
的不可逆损害，甚至死亡。因此，此类病
症极为凶险。此次患者的成功抢救，得
益于哈尔滨机场急救中心的火速出警
和准确处理。

目前，该患者已转运至市内医院，正
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哈尔滨机场急救中心
成功抢救一名急危重症旅客

哈尔滨民警医生夫妻

一顿午饭 约半个月才吃上

共同防疫亦是别样的厮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