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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团结奋进 抗击疫情

本报讯（记者 郎晶晶） 2月 24日，
省委省政府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
部召开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分析当前
形势，安排部署工作。

会议指出，我省前一阶段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体有力有序有
效，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当前疫情形势依

旧严峻复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把思想、
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按照“分区分
级精准防控”要求，毫不松懈把工作抓实
抓细，坚决防止疫情反弹，统筹做好复工
复产各项工作，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会议强调，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
重点要细化防控作战单元，强化社区、
村（居）委会、单位网格化管理，加强排

查；要用好“云南抗疫情”和“云南健康
码”大数据系统，抓好重点场所防控；要
进一步细化早发现、早报告、早排查、早
隔离、早治疗工作预案，提升应急处置
能力；要充分调动协会、商会等社会组
织力量，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
参与疫情防控；要管控好大型公众聚集
性活动，做好环境卫生整治、病媒生物
防治，形成重点公共场所规范化、常态
化的清洁消毒机制；要细化国门、口岸

防控措施，利用科技手段织密边境疫情
防控网；要继续加强患者救治工作，千
方百计提高治愈率；要全力支持对口支
援工作，把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的各
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省政府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指挥长宗
国英，副省长、省委省政府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副指挥长李玛琳出席会
议并讲话。

我在现场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省卫健委
通报，2月24日0时至24时，全省无新
增确诊病例。

截至 2月 24日 24时，全省连续 4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174例，治愈出院 124例，死亡 2例。
现有确诊病例 48例，其中重症 1例。
现有疑似病例 26例。密切接触者当
日解除医学观察 209 人，正在观察
629人。

本报讯（记者 杨艳鹏 李建国） 2
月 22日 8时 30分，满载着 256吨香蕉的
10辆大卡车从腾冲疾驰而去，承载着68
万腾冲人民的深情厚谊，支援湖北省咸
宁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这批物资由腾冲市委、市政府捐
赠，有香蕉 256吨 13480件，由 10名经
验丰富的驾驶员和来自该市商务局、交
警大队、融媒体中心的保障人员组成运
输车队。

当日 8时，承担此次运输任务的车
辆就集结在发车地点，卡车师傅们正在
进行发车前的最后准备，领取对讲联络
设备，聆听行车途中注意事项。

“我们在最短时间内组织了10辆运
输车，选派了经验丰富的驾驶人员，确保
这批物资顺利运送到咸宁。”云南瑞和锦
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腾冲分公司总经理
韦江表示，公司紧急复工后，主动承担了
这次运输任务。

当天，车队集结完毕后，医务人员
开展了防护用品使用方法讲解。车队在
朝霞相伴下浩浩荡荡踏上千里征途。

2月 24日下午，武汉市中心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对云南省第七批
支援湖北省医疗队进行上岗前培训，并
现场解答医护人员的提问。据了解，该医
疗队即将进驻武汉市中心医院收治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

在培训现场，专家对前期实战的经
验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出医护人员在
细节上应该注意的多个事项，感控专家
对新冠肺炎发生在该院的感控流程和
标准进行了详细讲解，强调新冠肺炎的
传播途径及护理人员如何自我防护等
内容。培训课结束后，医疗队员们纷纷
表示受益匪浅，上岗前的强化“充电”让
大家信心满满，坚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

“医疗队员是抗击疫情的最后一道
防线，若防控工作不到位，这道防线就会
出现缺口。”云南省第七批支援湖北省医
疗队队长罗志勇告诉记者，他们即将到
武汉市中心医院接手重症区，虽然每一
名医护队员在自己所属的单位都进行过
培训，但武汉市中心医院是重点、定点收
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单位，里面的重症病
患不仅多，而且情况复杂。因此，邀请具
有实战经验的专家对队员进行系统培
训，把医疗防控工作做到实处和细处，确
保每一名队员通过考核后再上岗。

云报全媒体记者 熊强 陈飞
发自湖北武汉

“李老师，武汉云南抗疫医疗队里
的许琳，她妈妈问候也不回复，急得老
人家‘跳脚’，如果方便见到，务请敦促
及时回复老人。”2月 23日上午，云报
全媒体记者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求助”
微信。2月 24日下午，记者终于在咸宁
市疾控中心找到了这位来自云南疾控
中心的医疗队员。

一句道歉，一声祝福

云南方言“跳脚”意思是已经非常
着急，到“跺脚”的地步。23日接到来
自昆明朋友的求助之后，记者第一时
间通过指挥部找到了许琳的电话。不
巧的是，许琳正在通山开展疾控工
作，要到晚上才能回到咸宁市。

24日上午 9时左右，记者再次联
系许琳，得到的答复是她正在疾控中
心。这一忙一直到吃饭时间，才逮住
了让她拍视频给妈妈的机会。

“妈妈，前两天忙，没给您及时报
平安，请您放心，同事和领导们对我
都很好。今天是奶奶的生日，替我祝
她生日快乐，爱你哟！”一口纯正的昆
明话，也正好对应了妈妈的“跳脚”。

2月 24日正好是许琳奶奶 86岁
大寿，许琳却只能通过这个视频祝福
奶奶。许琳告诉记者，云南疾控中心
队员来到咸宁之后有很多工作要做，
的确忙忘了回复妈妈，她只能借此向
妈妈道一声“对不起”，短短 52秒的视

频之后，许琳又要赶忙吃饭然后继续
工作。

一天16小时连轴转

那么，许琳和她的战友们一天的
工作是什么？她给记者列了个时间表：

7:00，闹钟响了，立马起床开始
洗漱。

7:15，早餐，吃着来自五湖四海
的食品，心里很暖，也感受到自己的
使命。

7:45，在有限的空间里尽量做些运
动，活动活动身体，这个时候趁机计划
一下当天的工作。

8:05，大家简单集合一下，奔向各
自的阵地。跑社区、医学观察点、发热
门诊等重点区域。查看具体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收集到这些数据后，把患者
在发病前14天到住院隔离的轨迹绘制
出来，再尽可能查清这个轨迹中与患
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控制传染源，切
断传播途径。然后就是寻找病例与病
例之间的关联，查看所分析到关联的
人是否已经被隔离。

12:00，花 30分钟，解决了午饭，才
有空闲跟咸宁新战友聊一聊工作，然
后继续投入到病例梳理中。

18:00，不知不觉又到了吃饭时间，
这个时候才想起今早起床忘了给家人
发一条问候消息，而且今天妈妈发来
的微信也没有注意看，我知道她很担
心我，又怕打扰我。

次日凌晨 1时，回到房间，要花半
小时以上严格做好消毒工作，开始洗
漱，几乎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

守好第一道防线

在新冠肺炎防治中，云南医疗队
的疾控人员具体做什么工作？云南省
疾控中心副主任、云南医疗队疫情防
控组组长闵向东给记者介绍了疫情
防控工作。他说，疫情防控关键是要
守好“防”的第一道防线。首先得搞
清楚疫情情况，分析透，有什么特
点？要找出防控关键和薄弱环节，才
能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并加以
落实。防得好，则疫情控制快，病人救
治压力小，减少危重症病人，是“早发
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最直接
的体现。

闵向东说，目前云南防疫队有队
员11名，他们通过对疫情信息数据的
深度分析、研判，特殊案例的统计分
析研究，提出针对性防控措施和建
议，进一步推进防控工作力度和精准
化。截至 2月 23日，共完成 7份通知
（报告）、2条工作建议，提出 1个工作
机制，1个报告模板提交市指挥部并已
得到采纳和实施，制定1个工作指南提
交咸宁市疾控，疫情防控效果明显，为
咸宁防控工作分析和决策提供了专业
技术支撑。

云报全媒体记者 李荣 杨峥
发自湖北咸宁

本报讯（记者 刘晓颖） 2月 23日，
云南大唐汉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昆明
向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及其家属捐赠
7500件价值118.5万元的清肺物资。

自1月26日接到国家调派医疗队通
知以来，我省已派出 7批共 1136名医疗
队队员支援湖北，所有医疗队都做到了
24小时内完成集结，48小时内抵达当地
开展工作。截至目前，已在当地救治病患
1.8万余名，培训各类医护人员 3000多
人次，护理病患7万多人次。

“白衣天使以大无畏精神‘逆行’支援
湖北，深深打动了我们。我们企业积极响
应普洱市委、市政府号召，也要为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尽一分力。”云南大唐汉方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光荣表示，医药
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
的关心支持，所以在搞好自身发展的同
时，一定要不忘初心、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希望这份来自家乡的心意，能让前方
的云南医护人员感受到温暖和关爱。

省委省政府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指挥部对口支援保障组接收了这批
物资。普洱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捐赠
仪式。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会，没
有鲜花、没有蛋糕、没有蜡烛……

2月 24日，在武汉国贸方舱医院
病房里，来自云南省第二批援助湖北
省医疗队、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10名
医护人员拿来酸奶，共同拍着手，唱着
生日歌，为患者胡大姐庆祝生日。

“快帮我拍，帮我拍下来！”看见眼
前的这一幕，胡大姐激动得有些哽咽，
连忙叫一旁的病友用手机记录这个难
忘的瞬间。

一大早，来自红河州第一人民医
院医护小组的蒋金芳就在群里留言，
请换班的队友关注一下，今天有两位
患者过生日。看到信息，来自云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小组的李慧文立即把信息
传达给换班队友，让大家想一想怎么
给患者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因特殊时期，街上很难买到蛋糕，
李慧文突发奇想，将后勤保障物资里
的巧克力派与酸奶当做蛋糕和礼物给
他们过生日，这些食品都是医疗队每
天大负荷工作后的补给。

当欢快的生日歌响起，病房里瞬
间温暖无比。胡大姐说，她许了两个愿

望，一个希望医护人员平平安安、健健
康康回家，另一个是希望所有的病友
早日出院。

“病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战
胜它的勇气。我相信，只要树立强大信
心，保持乐观心态，一切都会过去的。”
李慧文告诉记者，武汉国贸方舱医院收

治的大部分是轻症患者，他们现在急需
心理疏导。给患者举办生日会，主要是
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让其保持心情愉
悦，更好地恢复健康，提高他们乐观抗
病的信心，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云报全媒体记者 陈飞 熊强
发自湖北武汉

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

做好精准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许琳和她的战友们

不同寻常的生日会不同寻常的生日会

全省连续4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174例，治愈出院124例

256吨香蕉
驰援湖北咸宁

我省第七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进行岗前培训

云企向支援湖北
医疗队捐赠物资

上接一版《倾情倾心倾力救治》
云南前方指挥部人员全部纳入咸宁市
指挥部组织架构，来自云南的医护人
员和当地医护人员高度融合、密切配
合，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全力救治，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一是全力加强对重症、危重症患
者的救治。按照“集中患者、集中资源、
集中专家、集中救治”的原则，及时完善
医疗救治工作方案，明确会诊机制、转诊
机制，抽调重症医学、呼吸、感染性疾病
等专家与咸宁市医疗专家共同成立了
咸宁市新冠肺炎重症救治联合专家组。

按照“一人一策”的工作要求，明
确由治疗专家组共同拟定诊疗方案，
开展医疗救治。派出巡回专家组赴各
县市区对重症、危重症患者逐一进行
会诊，根据会诊结果集中统一救治，对
不具备转院条件的，由云南医疗队选

派专家到各县医疗点进行救治。目前，
已转运21名重症、危重症患者到咸宁
市中心医院集中救治。

二是建立云南-咸宁远程会诊
机制。

通过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远程会诊系统，与咸宁市中心医院搭
建了云南-咸宁远程会诊平台，建立
了一线三地专家联合会诊机制，由云
南后方、云南医疗队和咸宁市的专家
共同对重症、危重症病例开展联合诊
疗，为咸宁市每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目前，累计通过远程会诊重症、危
重症患者37人，为29名患者影像资料
提供诊断。

许勇刚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严格
按照诊疗方案的要求，全力加强救治，
确保医疗、护理质量，做好出院患者的
跟踪随访、康复和健康管理工作。

发布会现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云
南省对口支援咸宁医疗队主要是哪些人
员组成？目前这样的人员配备是否能够
满足咸宁现阶段疫情应对工作的需求？

许勇刚：云南这次组建了 498人
的医疗队，主要是根据咸宁市医疗救
治和疫情防控的需要，围绕重症、危重
症患者的救治和流行病学的调查来选
派，队员主要包括重症医学、呼吸感染
控制，感染性疾病、心理卫生、中医心
血管内科等专业。其中，医疗队医生
171名，疫情防控人员11名，队员中有
医学博士 25人、硕士 52人、本科生
325人，副高以上职称的有 92人。目
前，咸宁市还有380名确诊病例，其中
重症有 23人、危重症 10人，云南医疗
队的队员和咸宁的医务人员密切合
作，基本能够满足现在诊疗的需求。

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我们知道危
重症患者的救治，是这次抗击疫情的一
个难点。请问云南医疗队在危重症患者
的救治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许勇刚：云南医疗队到了咸宁以
后，紧紧围绕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
低感染率和病亡率的目标。加大力度
开展重症危重症的救治工作，通过集
中救治、一人一策、远程支撑等措施，
全力加强重症、危重症患者的管理和
救治。

第一，加强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
治，抽调了各个学科的专家成立了联合

专家组，对全市重症、危重症病例进行
联合诊疗，按照“一人一策”的原则集中
救治。另外，组建了巡回专家组，对县市
区确诊病例开展巡回会诊，推进窗口前
移，早期识别重症患者，避免轻症转重
症、重症转危重。对已经确诊的重症、危
重症患者，由省市联合专家组进行评
估，组织开展多学科的联合诊疗。从我
们救治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情况来看，
一是年龄偏大，二是基础性疾病比较
多，因此加大了多学科联合诊疗的力
度。对于符合转院条件的，集中到咸宁
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对于不具备转院
条件的重症患者，派出驻点专家、成立
救治工作专班开展专项救治。

第二，建立了远程会诊的机制，通
过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咸宁
中心医院、6个县市区的医院，搭建了
一线三地的远程会诊系统，共同对重
症、危重症患者开展联合会诊，为患者
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治疗。

第三，密切配合，充分整合力量，
我们将云南医疗队和咸宁市的医疗力
量、医疗资源进行充分整合，高度融
合，密切配合，全力做好救治工作。

比较成功的一个救治例子，就是
通山县一位96岁高龄的确诊患者，这
个老先生有高血压、老年痴呆，并且双
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经过云南医
疗队和当地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这
位患者2月19日治愈出院。

集中救治 一人一策 远程支撑

记者采访云南对口支援湖北指挥
部指挥长许勇刚时，听他提到了一个
词——“云南式”对口援助法。许勇刚
说，“云南式”援助法的两个关键词是

“全力支援”和“个性化防治”。
许勇刚介绍，“云南式”对口援助

法主要体现在“个性化防治”方面。云
南医疗队进入湖北之后，就全面融入
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护理和救治工
作。在对口支援的咸宁市，全面承担重
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救治中，

从一开始云南医疗队就组成专家组，
提出“集中收治”的措施。同时，制定

“一人一策”诊治方案。对患者、特别是
重症、危重症患者进行“个性化方案”
治疗，以云南-咸宁远程会诊，昆明、
咸宁、咸宁各县区“三级专家联合会
诊”的方式，注重中西医结合，全力救
治新冠肺炎患者。截至23日，已有445
名患者治愈出院，其中有一位96岁高
龄的患者，还有9例重症、危重症患者
治愈出院。

“云南式”对口援助法

在新闻发布会上，咸宁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远鹤介绍，在疫情防控工
作方面，咸宁市开展拉网式、地毯式
全面排查，累计排查 304.1万人次，排
查外地来咸人员 33.41万人次，其中
武汉人员 15.44万人，最终确定密切
追踪者 14349人，暂为确诊和疑似病
例 369人，隔离期满已解除 11207人，
正在隔离接受医学观察 2773人，发
热门诊就诊患者累计登记 16957人
次，累计隔离留观 3787人。为严防疫

情输入和扩散，咸宁市对全市小区、
楼栋、村湾严格实行封闭管理，积极
创建无感染、无输出乡镇、村、社区，
目前全市共有“三无”乡镇 26个，“三
无”村、社区 857个，“取消聚餐、聚众
活动，红事一律禁止，白事一律从简，
压实源头防控”。

在疫情防控的同时，咸宁市还积
极谋划复工复产，王远鹤介绍，“目前
全市复工复产企业达到 797家，农业
春耕备耕也正在有序开展。”

在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咸宁市
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院长杜光介
绍，截至目前，咸宁中心医院收治确诊
病例 129例，其中，重症 29例、死亡 1
例。医院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首要工
作，加强发热门诊力量和管理，落实预
检分诊制度，实行分类诊疗，扩改建10
个病区共190间，调剂400余人充实到
发热、ICU等一线科室。医院充分运用
云南资源，由来自云南的12位专家和
本市的 6名专家组成重症专家组，对
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治疗进行指导。对

所有参加医护救治人员进行培训，确
保医护人员不被感染。同时，第一时间
联系供应商采购防护用品和设备，争
取政府调拨，让有限的物资出现在最
需要岗位。他说，咸宁市委、市政府安
排了800万元专项资金，储备中药材，
采购了大量中药饮片，中医药使用基
本覆盖全部病例，在改善症状等方面
效果明显，特别是在重症、危重症患者
的救治上，中药治疗提高了临床疗效。

云报全媒体记者 李荣 杨峥
熊强 陈飞 发自湖北

咸宁累计排查304.1万人次

中医药使用基本覆盖咸宁全部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