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4 月 1 日 131 名，3 月 31 日 140 名，3
月30日185名，3月22日617名，3月17
日219名……

“医疗湘军”一批批从湖北凯旋，还
有一支英雄的部队仍坚守在“一线中的
一线”——武汉金银潭医院。174名战士
抱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投入新
冠肺炎防控最后的“歼灭战”中。

这就是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
队。

主动请缨，再战“红区”

3月26日，是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
医疗队进驻武汉金银潭医院的第34天，
他们又增添了新的任务：全面接管南五
楼重症医学科！领队罗志红把原接管的
3个重症综合区合并成两个，抽出由17名
医生和50名护士组成的精锐力量进驻南
五楼。

谁都知道，南五楼重症医学科被称
为“红区”，那里多是上了年纪并有基础
疾病的危重患者，抢救多，仪器多，操作
难度大，专业性强，需要的是面对死神的
第一排“战士”。王娟、蒋浩、黄宗、李展、
石琪、李晓、胡晓娜、谭洪毅……无论医
生还是护士，都争先恐后报名上最前线。

湘西州人民医院 PICU 护士张庭艳

说：“我主动请缨，我希望完成自己的职
责和使命——让每一位新冠肺炎患者都
健康出院。我为自己的这个决定点赞。”
湘西州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何忠
想法很简单，“我想把所学的医疗知识更
多地用在患者身上，救治更多的患者。”

4月1日上午8时30分，结束危重症
急会诊不久的湖南省儿童医院副主任医
师邱瑜，作为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
疗队联络员，又和领队罗志红进入了ICU
病房查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混编部队，硬核实力

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队是最后
坚守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两支医疗队之
一，这支队伍是由来自长沙、湘西州、张家
界、常德、岳阳5个市州28家医疗机构组成
的混编部队，医师54人，护士120人。男性
60名，女性114名，平均年龄31.9岁。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统一军心，坚
定信心，提升队伍战斗力？如何确保174
人“零感染”，一个不少地带回家？两道
难题摆在领队、湖南省脑科医院党委书
记罗志红面前。2月21日晚，他刚送走头
一天病逝的岳母，便率队出征。

“吃得苦，霸得蛮，但我们不蛮干。”
医疗队第一时间出台了工作手册，20
天后又进行了第二版完善，精细化管
理，5个小组各司其职。实施中西结合、

心理辅导的治疗方案，并综合整个金银
潭医院全国各地防疫专家的意见，团队
共商、技术共享、资源共用，形成合力，全
力提升救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

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他们做到了!
尽管队员们每次换班浑身湿透，有的队
员甚至在班车上倒头睡着了，但没有人
叫苦叫累。截至 3 月 26 日，进驻金银潭
医院第34天，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
疗队累计管理患者397人次，治愈出院患
者209人。

斗志昂扬，打赢歼灭战

作为湖南留在武汉的最后一支省级
医疗队，至 4 月 1 日，医疗队负责的两个
重症综合病区尚有50名患者，“红区”有
20 名危重症患者，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超
过60%，部分患者需要人工心肺支持，救
治任务艰巨繁重。

全队早做好了准备。3月23日上午，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来自长沙市中心医院的
医疗组组长龙勇、慈利县人民医院向海山、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杨春奇等30名队员面向
党旗庄严宣誓，成为预备党员。18名老党
员也重温入党誓词。新老党员携手同心，发
誓尽全力打赢最后一场歼灭战。当天下午，
临时党支部与全体队员“约法十章”，团结一
心，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坚决打好危重
患者救治收官战。

在北 6 楼重症综合病区，病房的墙
壁、门板上，贴满了湖南小朋友寄给医疗
队的童画。队员们希望那些“湘当靠谱”

“我们在一起”“武汉必胜”的童画，能给
患者带来信心和温暖。来自浏阳集里医
院的护师周玲贴心给小患者送去酸奶、
薯片、能量棒等零食。20 岁的患者因偶
像科比去世而伤心，周玲鼓励他学习科
比，战胜病魔。在医疗队的精心医治和
护理下，3月28日，病区又有6名患者出
院。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能下床活动，
有的还跳起了广场舞。

逆行天使，坚守到底

3月31日，医疗队联络员邱瑜的父亲
第6次打来电话，希望邱瑜清明节能回老
家祭扫，妻子告诉他小区的花开了，3 岁
的儿子又长高了不少。他何尝不想早日
回家？但他不能忘记第一天看到驻地对
面小区“逆行天使，感谢你们”8个大字。

来自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的罗珍记得
那个早早站在门口帮患者发放盒饭的姐姐，
那个搭手帮她给患者翻身的叔叔，那个给她
们防护服画上“黑猫警长”的秦女士，那个夸
她们“比自己的子女还好”的刘爷爷……

是啊，与子同袍的情意和医护人员
的职责，让湖南省支援湖北第五批医疗
队174名战士选择了坚守。他们异口同
声：等所有患者治愈出院了，我们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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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亚娜

3月31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和《湖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预案》，结合我省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决定，湖南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整为三级。

响应级别再次调降是否意味
着疫情警报解除？我省当前的疫
情防控重点是什么？4 月 1 日，记
者就此采访了湖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应急办主任刘富强。

湖南日报记者：截至 3 月 31
日，我省发现无症状感染者4例，请
谈谈什么是无症状感染者？可通
过哪些途径来发现？

刘富强：我省再次调降响应级
别，这说明我省的疫情防控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但是，响应级别调低
并不意味疫情警报解除。目前疫情
防控形势复杂多变，各地要继续实
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
略，不断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成效，
全面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学。

无症状感染者是指无相关临
床症状，如发烧、咳嗽、咽痛等可自
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和体
征，但呼吸道等标本新冠病毒病原
学检测呈阳性者。

无症状感染者主要通过主动
监测发现，发现途径有 4 个：一是
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二是聚集
性疫情的调查；三是传染源的追
踪；四是对部分有境内外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传播地区的旅游史或者
是居住史这样的人员进行检测。

目前我省发现的 4 例无症状
感染者都是境外输入。

湖南日报记者：无症状感染者
的传染性如何？怎么对他们进行
管理？

刘富强：无症状感染者存在传
染性，但其传染期长短、传染性强
弱、传播方式等尚需开展进一步科
学研究。

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后，先是转
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医学观
察。无症状感染者应集中隔离14
天，原则上两次连续标本核酸检测
阴性者（采样时间至少间隔 24 小
时）可解除隔离，再转到集中隔离
场所观察 14 天，无异常的解除观
察。

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也均按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
管理。

一旦发现无症状感染者，立即
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目前仍要加大防疫知识科普
宣传力度，指导公众科学防护，广
泛开展培训，提高基层疾控人员、
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等的防
控能力和水平，加强群防群控，坚
持群专结合。

湖南日报记者：目前，我省对
无症状感染者的信息是如何登记
上报的？

刘富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应于2小时
内进行网络直报。县（区）级疾控
机构接到无症状感染者报告后，24
小时内完成个案调查，并及时进行
密切接触者登记，将个案调查表或
调查报告及时通过传染病报告管
理信息系统进行上报。自4月1日
起，我省无症状感染者情况向社会
发布。

湖南日报记者：省内高三年级
即将复学，请问复学之后学生在学
校是否还要佩戴口罩？

刘富强：由于学校是人员密集
的地方，学生来源复杂，复学之后，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需要佩戴
口罩。目前采取的是错峰开学，目
的也是为了观察疫情变化情况，特
别是复学前2周，要严密观察学生
是否有咳嗽、发热等症状，严密排
查疫情。学校要做好相关的防控
准备，由于当前也是呼吸道传染病
高发季节，同样需要加强防控。

湖南日报记者：复工复学之
后，公众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刘富强：公众要加强自我保护
和健康文明意识，强化环境卫生及
个人卫生防护，养成勤洗手、戴口
罩、讲究手卫生、一米线、开窗通风、
清洁消毒、分餐制、生病时减少去人
员聚集场所和科学戴口罩等健康生
活行为方式。要广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本着既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
人健康的理念，将健康知识传播到
每个家庭和个人，形成良好卫生习
惯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
式，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和健康素养
水平。如个人核酸检测阳性后不必
恐慌，要主动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做
好健康监测和隔离医学观察，出现
发热、咳嗽等症状后及时报告，接受
医疗机构规范诊治。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迎冬出征，踏春而归。带着对武汉
的不舍，满载对家乡的思念，4 月 1 日下
午，湖南支援湖北武汉的 131 名白衣战
士平安返湘。他们是湖南首位支援武汉
的医疗专家吴安华教授和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130名队员。

下午5时许，湖南白衣战士乘坐的列
车缓缓抵达长沙。一下车，他们就被鲜
花和欢呼声所包围。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和湘雅医院为他们举行了简短热烈的欢
迎仪式，队员们用“百年湘雅 矢志报国”
的口号和一曲深情的《歌唱祖国》，来表
达激昂兴奋的心情。

一路铁骑护送，在队员们乘坐大巴
去往休整酒店的路上，沿途的市民纷纷
驻足，向车队致意。在路过湘雅医院门
口时，队员们看到同事们举着标语、市民
们挥起国旗，站在马路边上欢迎他们，都
忍不住欢呼起来：“湘雅，我们回来了！”

他们的亲属早已在休整酒店等候。
虽不能深情拥抱，但亲人们隔着一米远
细细端详，解思念之苦；虽不能共进晚
餐，但亲友们纷纷送上湖南特有的美食，
解湘菜之馋。“老公，我回来了，你要承包
一年的家务哦。”听到湘雅医院主管护师
付秦辉这样说，付秦辉老公一口答应，还
频频比心示爱。

“我训练完足球，爸爸就接我过来等
妈妈了。”特意穿上梅西球衣的卢澍，跟
爸爸在休整酒店门口等着妈妈吴宇。见
到妈妈的那一刻，卢澍开心得跳了起来。

“今天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我是有

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医疗队队长兼临
时党总支书记、湘雅医院办公室主任、心
内科主任医生钱招昕告诉记者。

这支被誉为“湘雅天团”的医疗队，
2月7日出征武汉，在武汉协和西院区重
症病房坚守了55天。在这里，他们把在

湖南抗疫工作中总结的经验，逐步运用
到武汉抗疫工作中，密切关注病情变化、
尽早选择合适的氧疗模式、及时识别潜
在危重症患者、开展重症救治技术；精准
化治疗，严格执行“一人一策”；积极推动
中医药治疗，辨证施治，中医药（含成药）

治疗比率达100%。“湘雅模式”在武汉协
和高效运转，两次得到国家卫生健康委
的点赞。截至 3 月 31 日，医疗队累计收
治患者157人，已治愈出院118人。

目前，湖南省仍有206名医疗队队员
继续在武汉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湘雅天团”载誉归
湖南支援湖北武汉131名医务人员返湘

不破楼兰终不还
——记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队

加强对无症状感染者管理
——湖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刘富强

答记者问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4 月 1 日下午 5 时 55 分，随着
G553次列车缓缓驶入高铁长沙南
站，湖南首位支援武汉医务人员、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教授吴安华和
湘雅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130名队员凯旋。

戴着黑色框架眼镜和口罩，一
身蓝衣，吴安华一手拖着行李，一
手举着五星红旗走出车厢，接过接
站人献上的鲜花，鞠躬致意。

身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
成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
制分会主任委员的吴安华，年近六
旬，心脏装着3个支架。1月21日，
他只身一人登上了前往武汉的高
铁。妻子李凤云在微信朋友圈看
到他去武汉的高铁票，才知道丈夫
已在奔赴武汉的征途上。

奋战72天，回到家乡，吴安华
说：“湖北人民非常英勇，对抗疫取得
重大成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个多月以来，吴安华每天都
像个陀螺一样高速运转。一方面，
深入武汉中南医院、肺科医院、金
银潭医院等一线，检查和指导感染
防控工作及医生个人的防护工作；
另一方面，往返武汉各地，为支援
湖北的 120 支国家级和各省医疗
队做了 102 场感染防控和医务人
员个人防护知识的培训，巡查指导
了 10 家医院，共计培训医疗队队
员 1.5 万人，实现了“零感染”。培
训最多的一天，他一个人讲了7场
课、450 分钟，培训了 9 支医疗队、
1182名医疗队队员。此外，他还要
参加专家组会议，为抗疫建言献

策。他用专业和敬业，构筑起前线
医护人员的安全防护墙，为“创造
全国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4.2万余
人无一人感染的‘中国奇迹’”做出
了突出贡献。3 月 5 日，吴安华获
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面对成绩，吴安华觉得，这源于国
家和各个医疗队的高度重视、医护
人员严格的岗前培训和队员们自
觉遵守培训和指南的要求。

“团结就是力量，付出就有收
获。”武汉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这
是吴安华最大的感受。他说，武汉
发生这么大的疫情，如果没有全国
各地的支援，后果不堪设想。除了
在医院奋战的医生护士，疾控、社
区工作者在防控方面也发挥了巨
大作用。

回到长沙最想做的事情是什
么？“按要求隔离休整。”吴安华的
回答，是院感专家式的回答，“隔离
休整后回医院上班，总结经验，未
来怎么做得更好。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时，我们对病毒不了解，没有
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以后要加
强医学院学生、临床医生的培训，
学习如何应对新发、再发传染病，
怎样做好防护、保护自己。教育很
重要，希望医学本科开设医院感染
控制方面的课程，加强交流学习。”

吴安华知道，妻子特别担心他
的身体。在武汉想家时，他会通过
视频和妻儿聊几句。“非常感谢家
人的支持和理解。”他冲着采访镜
头对妻子说，“我觉得身体还可以，
表现不错。”

06
奋战72天，

第一个出征武汉的硬汉回来了
——记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中华预防

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主任委员吴安华

4月1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第三批医疗队共计131人乘高铁返回长沙火车南站。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傅聪 田超 辜鹏博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4月 1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何力杰 杨昶）逆行于岁末
天寒，归来时春暖花开。3 月 31 日，去
武汉做志愿者的湖南建工集团员工郑
能量返回长沙。

没有握手，没有拥抱。简短的欢
迎仪式后，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集团和
当地社区居委会随即安排郑能量前往

指定酒店，进行为期 14 天的隔离观
察。

郑能量是湖南建工集团华东工程
局安徽分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1月25
日（农历大年初一），他奔赴已封城的武
汉，下定决心帮武汉同胞做点什么。临
行前，他在朋友圈立下“生死状”：“知道
此行凶险，已抱必死之心，始明不惧之

志。如果我命数至此，死在了疫区，就
把我的骨灰无菌处理后洒在长江里。”
65天的日夜坚守，郑能量每天驾车穿梭
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义务帮助有需要的
市民出行，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运送
医疗物资，在疫情面前用行动彰显了湖
南建工人的责任担当和义举。

“欢迎最美逆行者郑能量平安归
来！”“建工郑能量，满满正能量！”最亲
切的莫过乡音，最想念的莫过家人。听
说郑能量完成志愿任务返长的消息，集
团员工纷纷前来迎接，大家隔着车窗向
郑能量竖起大拇指。

65个日夜坚守义举温暖江城

郑能量从武汉凯旋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
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曾鹤群 黄
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
省医保系统快速反应，出台了
不少惠民惠企举措，特别是新
冠肺炎患者医疗费用“零自付”
等政策，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发挥了医保政策在抗疫中
重要的“后盾”作用。记者今天
从省医保局了解到，疫情防控
期间，各级医保系统提前安排
医保结算基金，确保医疗机构
在疫情期间平稳运转和救治工
作顺利进行。截至目前，全省
医保系统提前向医疗机构拨付
医保基金10.53亿元。

及时为新冠肺炎诊断提供
政策支持，如设立“新冠肺炎核
酸检测”项目，对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所需费用
由医保基金和财政承担，不向
患者收取。

我省还出台阶段性减征
及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的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缓解疫情对企业发展带来的
资金压力。经测算，全省最
多将为企业减负32.62亿元。

为有效保障救治药品供
应，我省开辟药品采购绿色
通道，对国家 1-7 版新冠肺
炎诊疗方案收载药品，暂时
取消原药品集中采购的条款
限制，鼓励生产企业申报挂
网，增补纳入采购范围；对疫
情防治确实需要，但无产品
挂网的，允许医疗机构临时
线下应急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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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32名支援湖北医疗队员结束隔离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胡雅萍

4月1日是南华大学与南华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的32名支援湖北医疗队员，
回衡14天隔离期结束的日子。这天，他
们将平安回家，与久违的家人团聚。

“妈妈今天就回家了，我来接她！”早上
7时许，南华附一医院肝胆外科护师华景莹
女儿就来到隔离点，捧着鲜花等妈妈回家。

“妈妈，妈妈，抱抱！”一见到华景莹
从隔离点出来，女儿捧着鲜花大喊道。

华景莹立马放下手中的行李，将女

儿抱起，眼神中满是爱意：“让我好好抱
抱宝贝女儿！”

“市里和医院都很关心关爱我们，又给
我们批了10天假期，让我们充分休整休
息，和亲人好好团聚。”华景莹告诉记者，她
准备用这10天假期好好照顾母亲。

华景莹母亲早前因眼睛肿块住院治
疗，但因她支援湖北无法亲自照料，都是
拜托其他同事代为照顾。“多亏同事们帮
忙，我们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在前方

‘战斗’。”华景莹说。
2 月 15 日，这 32 名队员“出征”湖

北，全面接管黄陂区方舱医院管理工作

和医疗工作。3月7日，方舱医院休舱，
队员们共治愈156例确诊病人。

“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们难以取得这样
的好成绩。”湖南省第11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总领队、南华大学副校长姜志胜深有同感。

当天，湖南金钟集团、衡阳市餐饮协
会、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
还向32名队员进行捐赠。

“我们有幸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展现
医者价值，提高医技能力。”南华附一医
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立忠说，他们
将以平常心对待种种荣誉，再接再厉、尽
职尽责，继续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湖南日报4月 1日讯（记者 段涵
敏）今日，湖南省卫健委通报，2020年3
月31日0-24时，湖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

截至3月31日24时，湖南省累计
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018

例，死亡病例 4 例，出院病例 1014 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 4 例（均为境外输
入）。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7331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 27183 人，尚有 148 人
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湖南报告无症状
感染者4例，
均为境外输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