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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最后一个中风险地区（二七区京广
路街道），已于今天上午 12 时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并解除了相关区域、道路的封闭封控管理
措施。至此，我市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
封闭封控区域全部解除，离郑‘核酸证明查验
服务点’全部撤除。”8 月 28 日下午召开的郑州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郑州市卫
健委党组书记王万鹏的一番话，令不少郑州市
民激动不已。

拨得云开见月明。自 7月 30日郑州市发现
近期第 1 例核酸初筛阳性本土病例后，各级党
员干部、医护人员、普通市民经过 30 天的配合
努力，郑州市疫情目前已稳定可控。

8 月 28 日中午，在郑州市最后一个封控区
二七区京广路街道，记者看到多个小区的居民
在门口翘首以盼，挥舞气球、红旗，庆祝解封时
刻的到来。“5、4、3、2、1……我们解封啦！”12点
整，在京广路街道连云社区金祥小区门前，随着
居民们整齐的倒计时报数声响起，这个被封 29
天的小区正式解封。人群有序地排成了四列纵
队，在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依次扫
码、测温。虽然程序不减，但每个人脸上仍难掩
喜悦之情。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看到父母了，出去之
后，准备先和父母见见面，全家一起吃个饭。”谈
起自己解封后的计划，金祥小区居民骆菊香脱
口而出。

“连云社区是在 7月 31日被列为封控区的，
从第 1次核酸检测开始，到最后第 7次核酸检测
完成，我们中间经历了酸甜苦辣，社区的全体工
作人员在这期间没回过家，大家吃住在自己的
办公室。”回忆起过去一个月的经历，连云社区
第一书记刘艳霞说，大家相互配合、齐心协力抵
抗病毒，每个人都健康安全，是她最大的欣慰。

伴随小区“解封”的，还有郑州市各高速路
口、郑州高铁东站。记者在现场看到，28 日 12
时起，离郑旅客均可正常出行，无须再被查验个
人核酸证明和离郑证明。

据了解，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已先
后进行了 5 轮全员核酸检测和 5 轮重点人群核
酸检测，累计检测 6170 余万人次。其中，第 3、
4、5轮全员核酸检测未从社会面检测出阳性。8
月 5 日以来，郑州市每日新增病例保持在个位
数，社会面已连续 21 天无新增病例，集中管控
区域已连续 14天无新增病例。

此外，郑州市各类公共服务场所、商场超
市、餐厅、理发店、旅游景点、影剧院、网吧、
KTV、游乐厅、洗浴中心等场所，也将在落实好
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有序恢复营业。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如秋天的第一缕曙
光”“硬核郑州太牛啦”“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大
家心中的激动”……网络上，不少人相互留言、
问候，庆祝郑州疫情的好转。

新华社郑州8月28日电

郑州市全面解封

8月28日，在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街道的一个小区里，市民在等候解封。 新华社 发

新华社郑州8月28日电（记者王烁）记者
28日从河南省卫健委获悉，8月 27日 0—24时，
河南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 1 例（境
外输入），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7例
确诊病例出院（本土 5例、境外输入 2例）。

2021年 7月 31日至 8月 27日 24时，河南省
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67 例，累计出院本土
确诊病例 71 例。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
确诊病例 96例。

2020年 1月 21日至 2021年 8月 27日 24时，
河南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528 例（本土 1440
例、境外输入 88例），现有住院病例 118例（本土
96 例、境外输入 22 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
状感染者 14例（本土 1例、境外输入 13例）。累
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44890人，正在观察的密切

接触者 1984人。
据了解，经过升级改造和精细筹备，8 月

26 日，郑州岐伯山医院收治了由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航空港院区转来的第一批新冠肺
炎感染康复患者。这些康复患者将在这里
接受进一步康复治疗。郑州岐伯山医院作
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康复医院，主要承担新
冠肺炎感染患者核酸转阴后的康复和隔离
任务。

资料显示，郑州岐伯山医院建筑面积为
19300 平方米，床位 271 张。2020 年 1 月 29 日，
郑州市与疫情拼抢速度，仅用 10天就建成了集
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2020 年 5
月，完成疫情期间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任务后，医
院暂时处于备战状态。

相关新闻

河南5例本土确诊病例出院

郑州岐伯山医院升级后再度启用

国家卫健委：27日新增本土病例1例
新华社北京8月 28日电 国家卫健委 28

日通报，8月 27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2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20例（云南 7例，上海
4例，广东 3例，山西 2例，辽宁 1例，福建 1例，河

南 1 例，四川 1 例），本土病例 1 例（在云南）；无
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07例，解除医学观
察的密切接触者 1802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
少 2例。

新华社沈阳8月28日电（记
者于也童）开学季来临，有的孩
子变得不愿意和家人沟通、爱发
脾气、不想上学、容易哭。沈阳
市精神卫生中心抑郁症治疗中
心主任赵芳全提醒，当前抑郁症
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发病年龄也
呈现低龄化，家长不要简单认为
是孩子娇气而一味训斥。

13 岁的小盈是沈阳某重点
双语学校学生，2 周前开始出现
心烦、头痛、食欲减退等症状，情
绪特别不好时还会拿尖锐的东
西划手腕。通过检查和问诊，医
生发现，品学兼优的小盈在初中
升入快班后学习排名落后，家长
和外界的压力增加，加上自我要
求偏高，导致她出现了焦虑抑郁
症状。充分了解小盈的症状和
病情后，小盈在家人的帮助下积
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

“青少年面对的学习、升学
压力大，自身又处在寻求心理独

立和现实上对家庭依赖的矛盾
中，尤其是在度过轻松的假期
后，初回校园的不适应、人际关
系不和谐等都有可能诱发青少
年抑郁。”赵芳全说。

据介绍，抑郁的核心症状为
情绪低落、悲观和兴趣丧失，同
时也表现出记忆力减退，注意力
不集中等认知损害症状，有时还
会出现睡眠紊乱、食欲不振、头
痛等躯体症状。

赵芳全提示，面对孩子的症
状，家长应正确对待。“如果发现
孩子有抑郁倾向不要拖延，应立
即就医。家长要及时关注孩子
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多倾听、多
开导，多和孩子沟通。青少年也
要注意自我调整，放松是应对压
力的最好方式，瑜伽、听音乐、冥
想等都是不错的放松选择。此
外，要学会接纳负面情绪，多与
他人沟通，合理将情绪表达出
来。”

警惕孩子开学焦虑症状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
者金地、董瑞丰）记者从中科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
悉，我国首次发现了 2.9 亿年前
海洋杀手瓣齿鲨的化石。这拓
展了瓣齿鲨在北半球的古地理
分布范围，为这种史前巨鲨跨越
大洋迁徙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
了瓣齿鲨可能是一种游泳能力
很强的顶级掠食者。相关成果
近日已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国
际期刊《地质学报》（英文版）上。

中科院古脊椎所副研究员
盖志琨介绍，瓣齿鲨是一种十分
神秘且原始的鱼类，主要生活在
距今约 3.6 亿年至 2.5 亿年之间，
在分类上属于软骨鱼类中的真
软骨头类，意思是“具有真正的
软骨头颅的鱼类”。目前，瓣齿
鲨目仅有 17个属种被描述，且大
部分是零散的牙齿化石。

据介绍，此次在山西阳泉地
区共发现 7 件瓣齿鲨牙齿化石，
经过对比研究，确定为瓣齿鲨科
瓣齿鲨属中的俄亥俄瓣齿鲨。
丰富的海洋生物化石证据表明，
在 2 亿多年前，阳泉是一片靠近
赤道、温暖透光的浅海，适宜各
类海洋生物生存。

参与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古
脊椎所研究人员林翔鸿告诉记
者，从尺寸上看，此次发现的瓣
齿鲨牙齿化石大小与现生的大
白鲨相仿，可以推测它是一类体
长可达 3 米到 5 米的史前巨鲨，

“化石保存散乱的状态也说明，
瓣齿鲨可能和今天的大部分鲨
鱼一样，牙齿是终身替换的。”目
前，在北半球的多个地区都发现
了瓣齿鲨化石，但尚未在南半球
发现它的踪影。

在几亿年前的海洋里，瓣齿
鲨究竟是怎样生活和捕食的
呢？林翔鸿介绍，传统观点认
为，它们是一种底栖的运动缓慢
的食壳鱼类，以底栖的腕足类、
双壳类等具壳生物为食。但此
次研究发现，环绕在瓣齿鲨齿冠
基部的水平叠瓦状脊纹条带，可
能具有在牙齿刺穿肌肉软组织
时，通过增加摩擦来防止猎物逃
脱的功能。

这表明，瓣齿鲨可能类似于
现生的大白鲨，是古生代海洋里
的顶级掠食者。而瓣齿鲨化石在
欧美以外的中国和日本发现，表
明它具有跨大洋迁徙能力，可能
是一类游泳能力很强的捕食者。

2.9亿年前瓣齿鲨化石被发现

地点在山西阳泉地区

左 图 为 瓣
齿 鲨 牙 齿 化 石
（8月27日摄，手
机照片）。

新华社 发

上 图 为 2.9
亿年前山西阳泉
瓣齿鲨的生态复
原 图（ 杨 定 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