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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温暖叫无微不至 有一种关爱叫胜似亲人

本报讯“非常时期，隔离
酒店就是我们的阵地，一切都
得规范科学有序。”8月 19日，
在高新区锦江之星酒店健康关
爱中心的工作例会上，吴全兴
再次强调工作纪律。

8月6日下午，高新区智慧
运营集团副总经理吴全兴接到
下沉隔离酒店的指派任务，迅速
到达锦江之星酒店。与他并肩
作战的还有郑州西区中医院 4
名工作人员、高新公安分局2名
警务人员、酒店总经理王琪红带
领的12名酒店服务人员，他们
共同组成了21个人的专班组。

“组长官职虽小，责任重
大。”吴全兴是一名退伍军人，他
风趣地说，防止隔离酒店交叉感
染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他们
对酒店进行了“三区两通道”的
划分，三区分别是清净区、半污
染区和污染区；两通道包括工作
人员通道和隔离人员通道。

“被关爱人员偶尔会有焦
虑情绪，其实也理解，这个时
候，我们更要有足够耐心对他

们进行心理疏导，不定期通过
视频、微信沟通聊天，用心交
心，舒缓他们心理情绪。”医疗
组组长是来自郑州西区中医院
的吴迪。据吴迪介绍，专班组
为隔离人员分楼层建立了微信
群，群里有需求，他们有回应。
他们为过生日的隔离人员安排
了小蛋糕、长寿面，帮助糖尿病
人购买降血糖的药物，以及抗
过敏药物、开塞露等。

8月 16日，一名 50多岁的
男士在群里喊头疼，说他左侧
身子无力。当时因情绪激动，
高压一度飙升到 190。医护人
员耐心开导该男士，获悉他有
5年脑梗史。经过初诊，最后，
为他联系了救护车去郑州五院
进行诊疗。

8月 19日上午 11点，记者
看到4名酒店服务人员穿戴好
防护服，经医护人员检查后，准
备进入隔离区送餐。他们先是
从清洁区乘坐电梯到达 7楼，
穿过安全门（单向门）进入半污
染区，走步梯到达隔离人员入

住的 4、5、6 层，进行送餐活
动。待送餐结束，她们从污染
区通道出来，这里有三间集装
箱房子，分别是污染间、半污染
间、和清洁间。她们要在这些
房间分别完成脱防护服、摘帽
子、换口罩（把N95换成医用外
科）、收集产生的医疗垃圾、消
毒（包括鞋底消毒）、流水洗手
等一系列严格规范的流程，一
次走下来都需要 1个半小时。
她们形象称做：“不走回头
路。”就是这样每天3次送餐，3

次消杀，同样的流程，他们一天
要走6遍。

从清晨到黄昏，从凌晨到深
夜，一段段“坚守”的感人故事动
人心弦：为生日朋友精心准备蛋
糕并微信集体送上暖心祝福；为
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等提供特
殊餐饮；工作人员还特意为小朋
友买来书籍、玩具等物品……无
微不至的人性化服务换来了隔
离人员的肯定和称赞。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实探高新区某隔离酒店
91人在此隔离，守护无时不在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健康关爱中心是一个特
殊的“战场”。在维也纳酒店健
康关爱中心门口，一面鲜红的
党旗正迎风飘扬。

7月 31日，高新区维也纳
酒店健康关爱中心工作专班
成立，这个专班以高新区社会
事业局机关党总支部副书记
杨惠民为组长，疫情防控督导
部孙聚岭为副组长，随后，他
们就在这里成立了临时党支

部，7名党员亮身份、冲锋在
前，他们克服身体和家庭困
难，主动请缨参加医疗保障工
作。“因为是封闭式管理，我们
自入驻后就再没有离开过酒
店。”说起此次经历，沟赵中心
卫生院医护人员崔丹的眼泪
在眼框里打转。

沟赵中心卫生院党支部
书记、院长王连军说：“不论是
汛情还是疫情，在这种重大考
验面前，我们党员不论什么年

龄段、什么身份，接受任务不
讲条件，完成任务不打折扣，
这种责任和担当也让我深受
感动。”

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每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
堡垒。在高新区，像维也纳酒
店健康关爱中心一样的隔离点
共有 10个，党员干部们冲锋在
“疫”线，服务在“疫”线，用实际
行动书写初心和使命，为群众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初心：医生、警察、临时党支部，组成“红色屏障”

在维也纳酒店健康关爱中
心，墙上挂着一张“隔离人员一
览表”，该中心目前总隔离人
数、现隔离人数、解除隔离人
数，以及每间房间的隔离人员
姓名、性别、年龄以及入住时间

一目了然，密接和次密接人员
信息也用红色和蓝色的彩笔做
区分。

“从这个表格可以很明显
地看到酒店共有 3、5、6楼供
隔离人员使用，总隔离人数是

91人，现隔离人数是 89人，有
两名在昨天和前天已经解除
隔离。”王连军介绍，为了实
现隔离人员动态管理，他们特
意制作了这张表格，实施挂图
作战。

爱心：架构、分工、隔离人员，既上墙又上心

到了饭点，一盒盒冒着热
气的卤面被打包装进一次性袋
子里，随着面一起打包的还有
一盒小米粥、一盒豆角炒肉、两
个橘子和一瓶矿泉水……这是
张楠他们为隔离人员准备的午
饭。维也纳酒店被用做健康关
爱中心后，厨房就有工作人员
离开了，偌大的厨房后来只剩
下张楠和另外一个人，每天120
余份的三餐根本忙不过来。无

奈之下，张楠只好把因疫情闲
在家的妻弟“骗”过来做帮厨。

“为了满足‘河南胃’，我们
隔3天会准备一次面食，搭配着
汤、菜和水果，尽量让每个人吃
好吃饱。”据张楠介绍，隔离人
员每人每天餐标 80元，每天早
上都要去市场购买新鲜的蔬菜
水果。就早餐而言，除常见的
包子、馒头、鸡蛋、酸奶、稀饭、
小菜外，当天早上他还专门炒

了莴笋。中午米饭面条间隔着
来。

“除了日常生活需求，我们
还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做好隔
离人员的心理疏导。”据医护
人员董素杰介绍，“我们每层
楼都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医护
人员和群主会不断跟进隔离
人员的心理状况，一旦大家有
心理疏导的诉求，可以及时沟
通联系。”

暖心：主食、水果、矿泉水，80元餐标每餐要吃好

从普通酒店切换为健康关
爱中心，“角色”的转换是一项
大工程。“在接到设置健康关爱
中心的第一时间，我们就立即
前往酒店查看，改造出来‘三区
两通道’，通知安排酒店环境消
杀、隔离准备，以及对酒店前
台、保洁等工作人员提前进行
培训。”王连军介绍说。

孙聚岭告诉记者，酒店刚

启用的前几天夜里，电话不停，
基本上都是整夜没有合眼。一
晚上不分时段要接收10多名待
隔离人员，轮值点工作人员通
宵达旦，才完成隔离人员的入
住和消毒等工作。

“确实很辛苦，但一想到能保
障更多人的安全感，也就值了！”
孙聚岭经常这样和专班的同事一
起共勉。他只告诉家人自己要参

加隔离点的任务，“我能听出他们
心里的担忧，所以每次问什么时
候才能回家，我从来没有回答。”

据介绍，他们6个人不仅建
立医疗专班群，还为每层隔离
人员建立了一个群。每天各个
群里都要进行早晚各一次体温
接龙。按照 1、4、7、10、14天的
核酸检测要求，已经进行了三
轮核酸检测。

安心：登记、消杀、检测，一件也不能少

高新区这个健康关爱中心里
温暖多欢乐也多

“生活还真有开关，那姐妹
们在隔离酒店却能一键快乐。”
在微信群里，一条条感谢信息一
直刷屏。虽然隔离生活略显枯
燥，但高新区梧桐熙悦酒店健康
关爱中心的工作人员总是用各
种送爱心方式，缓解隔离人员在
隔离期间的心理压力，使隔离人
员在隔离点的生活丰富多彩。

所谓三个女人一台戏，对于
在这里隔离的众多女性来说，简
直就是一部电视剧。隔离酒店
自 8月 4日启动以来，已经入住
集中隔离人员 89人，其中有 62
人是来自郑州六院的美女医护，

外加一位酒店美女老板王君带
领的 3位女工作人员，以及 4名
女性医护人员，她们平均年龄25
岁，酒店俨然成了“女儿国”。
于是，“小仙女”“小姐姐”“咱们
家的姑娘”是群里发通知时对大
家的统称。高新区管委会下派
的工作专班组长戚伯宁则是这
支娘子军的“男教导员”。

“别人都是宝藏女孩，我们不
一样，我们是吃得肚子又饱又胀
的饱胀女孩。”有一女护士这样发
圈。据了解，戚伯宁带领工作专
班专门制定了特殊人员登记表，
根据个人意愿不断调整完善食

谱。梧桐熙悦酒店隔壁的“梧桐
家宴”，一个口碑极好的融合餐
厅。王君直接从梧桐家宴选了4
个得力的厨师来保障隔离餐的供
应。“专业队”的餐食供应，这点让
专班成员都很放心。他们还第一
时间统计出孕妇 9名、哺乳期 5
名、少数民族2名，把一切安排得
明明白白、妥妥帖帖。四菜一汤
是最基本的保障，还有要求低脂
低碳水的，要求辣与不辣的，就连
吃顿饺子也会统计好谁要肉的谁
要素的，谁要两掺的；还视频教大
家用矿泉水瓶如何在房间里摔出
来一份蒜汁蘸饺子……

【娘子军】高新区抗疫上演“三个女人一台戏”

“妈呀，这蛋糕还标注出每
个人的名字耶！”“为了你们虐
暴 在 其 他 酒 店 隔 离 的 同
事”…… 8月 14日，专班小组给
姑娘们每人送一个蛋糕，让大
家在隔离期间也可以有甜蜜的

朋友圈炫一炫。在朋友圈，带
有自己名字蛋糕的配上美美的
自拍，配上七夕专属的“一个人
的火锅”——冒菜，还捎带一杯
蜜雪冰城。

8月6日，刘瑞入住高新区梧

桐熙悦酒店时，他还在想着即将
到来的生日会是怎样的落寞与
冷清。让她惊喜的是，酒店专班
工作人员当时就默默记下了他
的生日，并为他准备了一份生日
祝福。

【七夕节】蛋糕、火锅、蜜雪冰城，一个也不能少

“你懂我的奇奇怪怪，我明
白你的可可爱爱。”8月 18日，梧
桐熙悦酒店健康关爱中心又准
备带着 89名隔离人员和所有工
作人员来一场“读书会”，是关
于“心灵创造幸福”的主题，选

手一起做一些很文艺的事，集
体读一本书，趁着隔离独处和
自己的内心对话，洗涤激荡不
安的心绪，可以受益良久。他
们之前在医院工作，加班频繁，
工作强度大，没时间参加“读书

会”这样花费时间的社会活动，
趁机就给大家补上，也好让她
们解除隔离之后能够有“谈
资”，女孩子能有什么小心思
呢，就是又要当美女更要当“才
女”嘛。

【读书会】朗诵、交流、读后感，当“美女”更当“才女”

8 月 4 日下午快下班的时
候，戚伯宁接到通知，由他领班
负责梧桐熙悦酒店健康关爱中
心的工作。当晚他们就领着酒
店人员把隔断全部做好，划分出
三区两通道，专班组工作人员分
工、区域消杀全妥。

次日凌晨 3点，59名郑州六
院医护人员住进了四层、五层。
她的一句黄色医疗垃圾袋必须
“鹅颈式封口”，也让大家长了见
识。郑春雨、智豪、李锦源这三

名进入隔离区的志愿者刚从新
乡卫辉防汛救援现场下来，他们
都是退伍军人。三名“宝藏”男
孩负责了隔离区的送餐、消杀和
垃圾收集工作。一般一天消杀
三次，收垃圾一天两次或一次。
每次他们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
服全副武装进入隔离区持续1个
多小时。等出了隔离区，脱掉防
护服，里面的衣物全湿透了，一
件汗衫能拧出一条“瀑布”。

戚伯宁作为专班组的“班

长”，除了研究女孩们的“小心
思”还要对专班组的成员负责。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既然单位把我们派出来了，我
们首先要对单位负责。酒店隔
离管理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全部
都要按着规程来，要时刻关注最
新的疫情防控要求、指示和精
神。其次，要对自己的家人负
责，最后，要对小区的邻居负责，
避免因自己当前的工作性质，对
他们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强消杀】“鹅颈式”封口与能拧出“瀑布”的汗衫

一张白板写满关爱
高新区一家健康关爱中心推出“定制化”服务

有一种关爱 叫做“把规范做到极致”

据了解，8月 6日，由连中
平带队的富宜酒店健康关爱中
心工作专班正式成立，随即 95
名隔离人员开始入住。

在疫情第一线紧张忙碌
的连中平，对妻儿满是亏欠。
因岳母身体不好，妻子实在是
等不及他休假，自己带着小儿
子回娘家了；大儿子明年中
考，本来还想着晚上回去能辅
导一下孩子，现在只剩孩子自
己一个人留守家中。不过，让

连中平欣慰的是，孩子会把每
天做的试题、试卷拍成照片发
给他。

医疗人员最是辛苦的。接
到指令，郑州西区中医院迅速指
派医师吴伟莉、贾红霞，护士刘
春楠、武瑞莹组成医护小组火速
进驻酒店。她们穿着密不透气
防护服进楼层，对隔离人员进行
核酸检测，三个楼层95人，每次
都是汗流浃背。但隔离区有很
多人需要帮助，有的人有焦虑、

悲观情绪需要安抚。医护小组
不仅用药物治愈疾病，更是提供
无微不至关心、疏导和安抚帮助
隔离人员克服焦虑、恐惧，树立
战胜疫情的信心。当女儿视频
问吴伟莉什么时候回家时，她总
是含着眼泪说：“不打败病毒怪
兽，妈妈不能回家，抗疫胜利了，
妈妈才回家。”

高新区管委会双改办工作
人员王浩然是富宜时尚健康关
爱中心工作专班副组长。从 8

月 7日凌晨，专班开始接收隔
离人员，王浩然始终坚持在工
作一线的位置上。王浩然的女
友刚调了休来郑州看望他。命
令很突然，他没来得及回家，直
奔酒店。女友在他住的地方等
了三四天，最后跑到酒店隔着
警戒线向他道别，回老家了。

警务人员积极维护着秩
序，看监控、守通道，守护着
大家的人身安全，承担起社会
责任。

这些被隔离人员有很多还
是拖家带口的，老人、孩子也比
较多，生活上就难免有各种不同
需求。在富宜时尚酒店大厅醒
目处有一张白板，专门标注出哪
个房间是糖尿病隔离人员，饮食
要搭配；哪个房间有小朋友，荤

素搭配，注意合理膳食等信息。
在这里，有特殊情况的隔离人员
可以享受定制化的餐食，还有定
制化的用药指导、心理疏导。

有一名65岁的老人，刚做
过心脏瓣膜手术，伤口还未愈
合，一直化脓，且伴有糖尿病病

史。“别把我的命丢这儿了。”他
进入隔离病房，情绪消沉。医
护人员一方面指导后勤保障人
员为他改善膳食，一方面帮他
采购药品，打电话指导一起隔
离的家属为他处理伤口。

有一名 35岁的抑郁症患

者，专班负责人连中平及时向
疾控中心反馈情况。在医护人
员的建议下，连中平通过中心
医院为他购买治疗抑郁症的药
物，还专门与他加了私信，并交
代医生通过分机电话每天进行
专业的心理疏导。

【暖心】隔离酒店推出“定制化”套餐

【幕后】工作人员的泪水和汗水

本报讯 张楠是高新区维也纳
酒店的大厨，每天的工作是做120人
份的三餐。8月1日，高新区维也纳
酒店作为该区健康关爱中心之一，由
2名高新区党政干部、6名沟赵中心
卫生院医护人员、2名公安民警、15
名酒店人员组成的工作专班，24小
时日夜坚守，在防疫一线践行初心，
用“爱心、暖心、安心”的服务，让隔离
人员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情服务，
为群众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强保障。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本报讯“祝你生日快乐，祝
你生日快乐……”8月18日，是
刘瑞（化名）被隔离的第13天，
当天也是他26岁的生日。当送
餐人员身穿防护服、手捧鲜花来
到413房间门口，唱着生日歌给
刘瑞送上生日蛋糕、长寿面和祝
福卡片时，刘瑞感动极了……这
只是高新区梧桐熙悦酒店健康
关爱中心的一个生活片断。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一张白板上标注着哪个房间住的隔离人员是糖尿
病人、小朋友还是孕妇，他们均可以享受定制化的餐
食，还有定制化的用药指导、心理疏导，这里还专门设
有服务热线，24小时为隔离人员提供服务……连日
来，在高新区富宜时尚酒店健康关爱中心，一站式的定
制服务，让来到这里的群众直呼“很贴心”。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