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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14日 星期五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截至 12 日，国家卫健委共派出
189 支医疗队、21569 名医护人员支
援湖北省的医疗救治工作。医疗
队如何开展救治，湖北特别是武汉
医院的紧张局面是否有所缓解？

“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追踪。

多地派医疗队已超千
人，携带不少医疗设备物资

针对湖北医疗资源紧缺的形
势，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国
各地各部门在短时间内，多批次调
集医疗队员驰援。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已有
29 个省区市向湖北派出医疗队。
其中，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
派出的医疗队员超过 1000 人。截
至 11 日，山东前后向湖北派出 9 批
1385 名医疗队员；截至 13 日，江苏
已累计派出 2492 名。

针对湖北疫情防控医疗资源
具体缺口，各地派出的医疗队员
除了急需的呼吸科、感染科、重症
医学科人员外，还涵盖急诊科、心
脏内科、神经内科、肾脏内科等多
个科室。为了对医院感染进行有
效预防与控制，多地派出的医疗
队中包括专门的院感防控人员。
在福建省 11 日派出的对口支援宜
昌首批医疗队中，还有一支由相
关专家组成的卫生防疫及心理干
预分队。

一些医疗队赶赴湖北的同时，
还携带了不少医疗物资、设备。浙
江省第三批医疗队 9 日赶赴湖北，
随 行 携 带 呼 吸 机 40 台 、除 颤 仪 4
台、中心监护仪 4 台、心电监护仪 60
台、ECMO1 台，设施设备等物资 40
余吨。

10 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协
调部分省份继续抽派医疗队支持
武汉，加大对湖北省其他地区的医
务人员对口支援。据了解，13 日，
又有新一批全国各地的 21 支重症
患者救治医疗队赴湖北开展援助
工作，医务人员共计 3170 名。

不少医疗队整建制接
管重症病区，支援人员工
作强度大

记者采访多家定点医院发现，
不少医疗队整建制接管重症病区，
救治危重症患者。

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 119 人，
整建制组建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重症病区，承担 C6 东病区 50 张
床位。医疗队往返 3000 公里，从北
京运来并快速配备 ECMO、呼吸机
等设备，扩大当地重症患者收治能
力。山东医疗队第一个进驻尚未
完工的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开辟两个病区，紧急建立各项病房
工作流程、诊疗规范。

此外，还有一些医疗队与当地
医疗资源整合，一起开展救治。在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的重症救
护室，每个班次都由青海医疗队和
区医院的医生、护士共同组成。青
海省医疗队队长、青海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孙斌说：“我们
一起救治病人，本地医生负责下医
嘱、病案管理等，医疗队负责查房、
会诊、‘红区’操作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地医院
除了派出医疗队支援湖北，还利用
网络在线诊疗进行驰援。中日友
好医院党委书记周军介绍，医院发
挥远程医疗优势，指导武汉等地新
冠肺炎重症诊疗，还利用互联网平
台开展患者复诊。

与此同时，记者采访了解到，医
疗队整建制接管病区，通常遇到两
个具体问题：对受援医院的系统、
流程不熟悉，听不懂武汉当地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 20
多名医护人员在汉口医院呼吸科
第六病区进行支援，医疗队队长周
宇麒说：“外地医生不熟悉汉口医
院的系统，办入院、出院等手续时
效率相对不高。前两天，来了一位
80 多岁的患者，老人讲武汉话，声
音大又着急，我们听不明白。完成
这些磨合需要一点时间。”

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很
大。“我们派来的很多专家医生，平
常主要是问诊、决断，但现在因为
人手紧缺，问病史、写病历、办出

院、做患者心理辅导，事无巨细都
得干，像住院医生一样工作。”周宇
麒说。

上海市第二批医疗队领队、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副院长陈尔真介绍，目前医院紧缺
护工、保洁、文员、保安，一些医务
人员每天还要承担清理病房、疏通
马桶等非医务类工作。

急需加强医疗物资供
应，有的医疗队护目镜、
面屏等反复使用

记者采访多支医疗队发现，随
着疫情不断变化，新增患者数量增
加，目前，各地带来的医疗物资大
量消耗，普遍出现供应紧张的困
难。

周宇麒说：“支援汉口医院的广
东省医疗队 200 多人，物资是内部
统一调配，目前已经消耗差不多
了。现在物资供应改成配给制，比
如一个人进‘红区’一个班次，就只
发 1 个 N95 口罩。”

他介绍，目前医疗物资供应有
三个渠道：政府部门调配下拨到汉
口医院，来一批领一批；后续支援
医疗队带的物资，不过已经很紧
缺；社会各方支援，有的捐赠直接
寄到了酒店驻地。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目前有大
约 1500 位病人，6 支医疗队在进行

支援，防护物资由武汉市卫健委
统一调配。“防护物资每天给 700
套，昨天实际用了 900 多套，供应
严重不足。调配物资都是理论上
计算的数，方舱医院虽然是收治
轻症患者，但也有重症出现，应急
人员频繁进出，额外增加了不少
防护物资需求。”武汉客厅方舱医
院负责人章军建说，医疗队也在
使用随身携带的防护物资，但杯
水车薪。

据了解，有的医疗队物资紧缺，
不得已将使用过的护目镜、面屏等
清洗消毒后反复使用。有的医疗
队为了节省物资消耗量，把进入暴
露区的医护人员数量，压缩到能保
障工作开展的最低数量。有的医
护人员穿着纸尿裤，由每班次 4 小
时延长工作到 8 小时，以减少医用
防护服的使用。

除了防护物资，救护一线的专
业救治设备也紧缺。孙斌介绍，当
地政府、医院在物资、设备等保障
方面，都给予非常大支持，但现在
急需专业的无创呼吸机、呼吸机管
路以及高流量的温室化吸氧装置
等。新洲区人民医院重症病房只
有两台呼吸机，但病房里面 12 张病
床都是满床，救治设备不够用。

据了解，按相关要求，新组建的
医疗队将根据队员数量携带 10 天
的防护物资。（参与记者：胡喆、徐
海波）

（新华社武汉2月13日电）

全国2万余名医疗人员驰援
能否尽快缓解湖北医院紧张局面？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秦交锋 李劲峰 廖君

湖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何大幅增加？

据新华社武汉 2月 13 日电（记者 梁建
强 黎昌政）湖北省卫健委 13 日通报，2 月 12
日 0 时 -24 时 ，湖 北 省 新 增 新 冠 肺 炎 病 例
14840 例（含临床诊断病例 13332 例），这一数
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专家认为，湖北公布的 12 日新冠肺炎确
诊 病 例 大 幅 增 加 ，是 因 为 将 临 床 诊 断 病 例
13332 例纳入确诊病例公布。

通报说，随着对新冠肺炎认识的深入和
诊疗经验的积累，针对湖北省疫情特点，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
室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五版）》在湖北省的病例诊断分类
中增加了“临床诊断”，以便患者能及早按照
确诊病例接受规范治疗。

据专家解读，对湖北地区一时病毒核酸检
测仍呈现阴性或未能进行核酸检测，但影像学
特征符合新冠肺炎标准的患者纳入临床诊断病
例。这有利于对此类尚未确诊的患者精准施
策，既有利于患者治疗，也利于疫情总体防控。

湖北省委、武汉市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综合新华社消息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蒋超良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
员职务。

另外，王忠林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
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同志不再担任湖北
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
务。

新华社武汉 2月 13 日电（记者
胡喆 肖思思）记者 2 月 13 日从科技
部获悉，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团队近
日分别从新冠肺炎患者的粪便样本
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这一发现证
实了排出的粪便中的确存在活病毒，
对于准确认识疾病的致病传播机理，
帮助全社会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控，切
断疫情传播途径具有重要意义。专
家表示，是否存在粪口传播目前还需
进一步研究，不要过度紧张或恐慌，
一定要勤洗手、勤消毒，食物煮熟再

吃，注意个人和家庭卫生，注意下水
道的通畅及必要的消毒。

钟南山院士团队专家、呼吸疾病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赵金存教授
介绍，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
点实验室、广州海关技术中心生物安
全三级实验室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五
医院合作，从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的粪
便拭子标本中分离到一株新型冠状
病毒。该样本是由珠海中山大学附
属第五医院提供的粪便拭子标本，实
验室通过多种细胞系接种样本并传

代，最终从 Vero E6 细胞中成功分离
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

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
验室李兰娟院士团队近日也同样从患
者粪便样本中分离到病毒。浙江大学
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
南屏教授介绍，研究人员从5份粪便样
本中分离到了3份新型冠状病毒阳性，
在分离出的细胞里也观察到明显病
变，经过检测并常规盲传及再次标本
分离都确认了病毒的存在。

“我们在实验室里发现了这个情

况，流行病学专家还需进一步调查确
认，是否有较强的传染性这有待于进
一步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如这个粪
便里的病毒是吞进去的还是在肠道
细胞增殖，以及与血液的关系、痰液
的关系、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等都
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南屏说。

吴南屏建议：“大家注意公共卫
生，多洗手、吃熟食，食物要洗净烧
透，注意个人卫生及必要的污水处
理。”

赵金存表示，这个发现证实了排

出的粪便的确存在活病毒，尽管目前
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存在粪口传
播，但结合香港青衣长康邨康美楼最
近发生同一建筑发生2名新冠病毒患
者，可能与该楼的下水道的污染相关。

“提醒大家要更加重视个人和家
庭的清洁，如便后洗手，注意下水道
的通畅，以避免有可能出现的粪便病
毒的传播。患者粪便中病毒的分离
为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策略的
制定提供了重要信息，对公共卫生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赵金存说。

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团队
从新冠肺炎患者粪便中分离出病毒

证实了排出的粪便中的确存在活病毒

别用矿泉水瓶
装75％的酒精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 丁静）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常备 75％的乙醇（俗称酒精）
进行家庭和个人消毒。那么，75％的乙醇可以
装在矿泉水瓶里吗？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副局
长李东洲在 12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称，最好别这么做。

李东洲指出，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五版）》，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
酸等可有效灭活病毒。但这些消毒用品还具
有易燃、毒害、腐蚀等危险特性，如果使用储
存不当，极易引发火灾、中毒、灼伤等安全事
故。

居民在家中储存酒精时，单瓶包装不宜
超过 500 毫升，以免留下安全隐患。酒精容
器应首选玻璃或专用的塑料包装，必须有可
靠的密封，严禁使用无盖的容器，也尽量不要
使用普通矿泉水瓶等非专用包装物盛放酒
精。应将包括酒精在内的消毒用品储存于阴
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避免阳光直射。

此外，含氯消毒剂（84 消毒液、次氯酸钙
等）具有一定的氧化性、腐蚀性以及致敏性，
与其他酸类物质混用，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剧毒气体（如氯气），刺激人体咽喉、呼
吸道和肺部而引发中毒。

新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