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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周巷
安歆农场的农场主沈吉捐赠
新鲜蔬菜 1400斤，希望为
抗击疫情贡献一份绵薄之
力。“如果还有需要，我愿
意继续捐献。”他说。

2月10日一大早，沈吉
借了朋友的皮卡车，将 600
斤蔬菜运到了横河康乐老人
公寓。沈吉是慈溪义工群的
一员，经常去横河康乐老人
公寓做志愿活动，在慈溪阳
光实验学校上八年级的大女
儿沈楚钒有时也会跟着一起

去。“是女儿提出来的，她对
横河康乐老人公寓有感情。我
就提前问了一下，他们有蔬
菜供应难的问题，就决定送
600斤蔬菜给老人们。”沈吉
说。

接着，沈吉又通过公益
组织联系周巷各个地方哪里
需蔬菜供应，得知兴柴村和
元甲村都有需要，马上准备
了莴笋、花菜、菜蕻、青菜
等多个品种的新鲜蔬菜 800
斤，于 12日一早运到了两个
村，免费供应给村里居家隔
离的家庭和孤寡老人。

周巷农场主捐赠新鲜蔬菜

本报讯 “童师傅，你可
来了，我都54天没剃头发了！”
今天上午 10点，古塘街道太
屺村志愿者童文育戴着三把
充满电的电动推发剪在古塘
派出所一楼摆起了临时剃头
摊，“生意”不断。

自我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一级应急响应后，各种
商铺纷纷关门，其中也包括
春节前大幅涨价的理发店。
一线民警、辅警和村 （社
区） 干部们已经深入一线工
作近一个月，许多民警的头
发长度超出了帽檐，男同志
们四处找寻理发店无果，只能
每天“用清水压压头发”，看

上去不至于邋遢。
“不用别的造型，短就行

了！”古塘派出所的民警沈云
说道，这也是前来理发的抗疫
工作人员唯一的要求。因为童
师傅左腿有残疾，他自带了可
以调节的高凳，不断移动角
度，一丝不苟地做好这件“头
等 大 事 ”， 遇 到 身 形 高 大 的

“客人”他还要拄拐站起来修

剪顶发。许多民警不忍心增加
童师傅的负担，自 觉 压 低了
头。每个人剪完头发都自觉
拿起扫帚清扫掉了一地的“烦
恼丝”，再拿酒精喷壶喷洒消
毒。

有理发需求的男同志络绎
不绝地来到“摊位”前等候，
民警孙亚军也拿出了在部队学
到的剃头本事，临时被征用

为“战时理发店”的“托尼老
师”。“特殊时期，剃得不好
同志们多多包涵。”他笑着调
侃道，手上的活一点也没耽
误。

一天过去，电推剪的电量不
断充满，20余名一线抗疫人员
在他们手下剪了个帅气的板寸
头，回到岗位，以更好的精神面
貌迎接抗“疫”战。

“战时理发屋”理出最美板寸头

本报讯 “谢谢你们的点
心！”在宗汉街道马家路村及
周边的几个卡口，志愿者们在
吃到可口的点心后，由衷地感
谢送点心的四姐妹：马利芬、
马利春、马春红、马腾伟。

四姐妹都是宗汉街道市场
食品经营户，制作各类点心是
她们的特长。疫情发生以来，
她们看到许多志愿者坚守一
线，为保护村民群众健康安
全起早落夜，一日三餐的正
常吃饭已经不太可能。“我们
也要为抗疫作出贡献！”四姐
妹不约而同地想到 了一块

儿：“别的不会，就做 些
点心送给他们吃吧！”

自 2月 4日起，她们每
天晚上6点左右开工，制作
包子、水饺、汤圆、粉丝
汤、炒年糕等爱心点心，以
马家路村所有卡口点为主，
还包括新塘村、漾山村、桃
园江社区、星光社区等几个
卡口点，为驻守岗位的志愿
者们送去一份份的温暖。

为了准时送上点心，四
姐妹每日都要忙到夜里 12
点，每天送出爱心点心100
余份，且全部食品材料、包
装盒均为她们自费购买，
希望送上一份抗疫的“暖”
力量。

“四姐妹”齐上阵
点心送给志愿者

本报讯 一年一次的探亲
假遇到了新冠肺炎的突袭，他选
择守在村里的防控卡口；军校
正逢教学转换期，放假回家的
他也站在了村口……坎墩街道
回家探亲休假的现役军人主动
报名参加志愿服务。

三四灶村的方建栋 2016年
9月 1日入伍。部队一年一次探
亲假是方建栋和家人的久久期
盼，父母早已准备好了丰盛的
饭菜和几箩筐的话。疫情爆发

后，还没休整几天的方建栋主
动联系街道人武部，请求参与疫
情防控。他被派到了三四灶村在
青少年宫北路上的关卡，做登
记、测体温、消毒。“原定2月9
日回部队的，但现在疫情形势严
峻，等部队通知了再回去。”方
建栋说，他会一直守到回部队那
天。

坎西村 2017年入伍的陆哲
波去年考入南京陆军工程大学，
成为一名大一新生。军校正逢
教学转换期，学生统一放假，
陆哲波选择回家。两年的部队
生活让他养成了良好的生活规

律，可这几天他常常睡到下午一
两点，因为他守的是下半夜的
岗。疫情防控工作开始后，他
就报名参加志愿者。坎西村下
半夜的岗是从凌晨 3点到早上
7点，陆哲波身体素质好，常常
提前上岗，有次站了 7 个多小
时。“后半夜比较冷，尤其是早
上五六点的时候，我们只能披
着军大衣来回跑动来热身。”陆
哲波说，村里准备了军大衣、热
茶，身上还算暖和就是脚冷。军
校因为疫情推迟学生返校时
间，陆哲波有了更多时间守护家
园。

探亲休假的“兵哥哥”
上卡口

本报讯 2月11日，市
水利局将额温枪、消毒水、
口罩、防护手套等物资和方
便面、蛋糕等食品送到了浒
山街道施山社区，用于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而
这些爱心物资，是我市各水
利企业几天前刚捐赠给他们
的。

连日来，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我市水利企业
纷纷向市水利局捐赠各类

疫情防控物资。爱心接力，
携手抗疫。为实现捐赠物资
的最大效用，市水利局除了
将部分物资用于保障派驻
一线人员的基本防控需求
外，其他物资都转赠给了结
对的各村 （社区）。 2 月 10
日，该局将 300 升消毒水、
40 升次氯酸钠原液、5 支额
温枪、300 副一次性防护手
套，以及 20箱方便面和蛋糕
转赠给了横河镇梅湖村。2
月 11日，该局又将另一批物
资捐赠给了浒山街道施山社
区。

市水利局转赠爱心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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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 2 月 13 日电
（记者 秦交锋 李劲峰 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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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 13日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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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2月13日，一批增援武汉的军队医护人员乘坐国产运-20运输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新华社发

空军出动3型11架运输机多地同步向武汉空运医疗队员

新华视点 据新华社武汉2月 13
日电 （记者 贾启龙 黎
云） 经过火神山医院医护
人员的精心诊治，首批 7
名符合出院标准的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 13 日下午出
院。火神山医院筹备工作
指 挥 部 统 一 安 排 车 辆 将

患者分别送回所居住小区门
口。

记者看到，出院患者生命
体征和精神状态都有明显改
观，均无需搀扶，可独立行
走。一名 66 岁的患者临行
前，连连向前来送行的医护人
员鞠躬致谢。

火神山医院
首批7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出院

据新华社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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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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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杭州2月 13日
电（记者 方列）记者从浙
江省大数据局获悉，为更好
地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返
工潮，为市民出行提供便
利，浙江全省将推行健康
码。

健康码是以真实数据为
基础，由市民或者返工返岗
人员通过自行网上申报，经
后台审核，生成属于个人
的二维码，作为个人在本地
区出入通行的一个电子凭
证，实现一次申报，全市通
用。

记者了解到，浙江省防
控领导小组办公室2月12日
已经印发文件，在全省推行
健康码机制，目的是提供群

众出行便利性。这项工作由省
防控领导小组管控组统一推
进，浙江省大数据局已经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提出了全省健康
码信息管理系统的框架，制定
了配套共享的标准规范，即将
出台健康码的管理机制、配套
制度，由各市在省里规定的基
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规
则。

目前，浙江各地正在紧锣
密鼓地推进健康码管理系统
机制，其中杭州、金华和丽水
的部分县市区已经上线启用健
康码功能，浙江省大数据局
正在加快建设全省健康码的共
享平台，力争尽快实现健康码
的全省覆盖，跨区域的互联互
通。

我省将推行健康码
方便疫情期间人员出行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通讯员 张娟飞 陈家莹

■全媒体记者 孙佳韵
通讯员 奕碧琼 徐婷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通讯员 倪建峰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卢怡吉

■全媒体记者 李佳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