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下午， 武汉客厅举行了简洁而隆重的送

别仪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

东方医院的队员代表们与昔日战友们依依惜别 。

当天共有首批 49 支援鄂医疗队、共计 3787 人通过民航、铁路、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离汉返程，据悉同济大学附属东

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将于今日启程回沪。图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副院长领队雷撼（左）和武汉客厅方舱医

院院长章军建（右）握手道别。 （东方医院供图）

从严从紧落实居家隔离措施
本报讯（记者何易）即日起，针对从

上海口岸入境的过去 14 天来自或去过

重点国家的入境人员，本市将进一步从

严从紧落实 14 天居家隔离健康观察措

施，管理流程将更加严密，居家隔离标准

将更加严格。

主要措施包括———

明确居家隔离条件为 “一户一人或

一家”， 即同一家庭中， 居家隔离对象

和非居家隔离对象不可住在同一套房子

里； 承诺一起居家隔离健康观察的可以

住在同一套房子里。 全家人都需要居家

隔离健康观察的， 也可以住在同一套房

子里。

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重点国家入境

人员抵达后， 全部由各区工作人员集中

接送到各区的“临时集中留验点”，统一

采用“集中接送”方式。

即日起，被接送到各区“临时集中留

验点”的重点国家入境人员，将先进行核

酸测试，结果为阴性的，再由各区护送至

居家隔离场所进行为期 14 天的居家隔

离；结果为阳性的，则按规定流程转送至

规定的医疗机构诊治。

另外， 从国内其他口岸入境中转来

沪的过去 14 天来自或去过重点国家的

入境人员， 参照上述标准落实居家隔离

或集中隔离，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经历上海入境“闭环”后
9岁法国女孩写下赞美诗

“中国的勇气，在这个痛苦的时刻，

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勇气。 病毒黯淡了风

景，我们写出一首小诗，来为这个民族献

上赞歌。 ” 这是一名 9 岁法国女孩写的

诗， 而写诗的灵感则来源于她抵达浦东

机场的那一刻……

3月15日上午， 徐汇区驻机场工作组

接待了从法国来沪的母女一家三口。妈妈

忙着做登记工作时，已经历11个小时飞行

的大女儿有些烦躁，没想到防疫闭环防控

后入境手续会比较复杂。 工作组成员、徐

汇出入境办民警黄亨看在眼里， 一边蹲

下身帮小姑娘测体温， 一边安慰她要听

妈妈的话做好疫情防护工作， 还将后续

诸如有专车送他们回家、 居委志愿者上

门对接等事项不厌其烦地解释给小姑娘

听，小姑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情绪

也逐渐平缓下来。登记完毕后，黄亨和工

作组成员一起将一家人送上专车。 为了

便于社区对接，登车前，妈妈还和黄亨互

相添加了微信。专车驶离没多久，黄亨就

收到孩子妈妈发来的微信， 本以为是救

助，没想到却是一首诗。原来老师要求小

姑娘写一篇以“勇气”为主题的诗歌，于

是小姑娘便将中国抗疫选为写作对象，

写了一首小诗，发送到了社交平台上，不

曾想赢来众多好友的点赞。 孩子的妈妈

也表示，机场的经历让她感动，谢谢工作

组的付出，为上海这座城市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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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银针“走红”武汉雷神山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战队”将针刺等中医外治疗法投入抗疫一线

古老的小小银针， 在武汉雷神山

医院收获新“粉丝”。

雷神山医院主要收治新冠肺炎重

症和危重症患者。 昨天，记者从正奋战

在那里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

院分队获悉，在该“战队”所在的C7病

区，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程。 除了中

草药，针刺、雀啄灸、穴位敷贴、耳穴埋

豆和“岳阳功法”等中医外治疗法也在

这个病区开展。 这其中，最受患者欢迎

的当属针刺疗法。 目前该病区针刺治

疗覆盖率达到100%，因为疗效显著，不

少患者还主动“求针”。

“银针队 ”驰援雷神山 ，

很快派上用处

3月15日是第四批国家中医医疗

队出征武汉“满月”的日子。 巧的是，刘

女士一家三口经过14天的社区隔离观

察后，也在当天团聚。 刘女士一家不幸

都“中招”了新冠肺炎。“刚住院时，我一

直都在担心我老公， 他住在另一家医

院。 只要一想到他，我就整夜睡不着，胸

口痛，很难受。 ”刘女士记得，当时，上海

岳阳医院的医生给她和女儿都打了针

灸。 很快，刘女士晚上能睡着了，胸口也

不痛了。 3月1日，刘女士和女儿从雷神山

医院出院。 “就多了一项针灸治疗，我们

母女二人比孩子她爹少住4天医院。 ”

针灸具有扶正祛邪 、 调节情志 、

宽胸理气等功效 ，对于失眠 、焦虑 、偏

头痛 ，没有治疗禁忌症的患者 ，可收

获不错效果 。 此次出征 ，岳阳医院特

意挑选了针灸技术娴熟的两名重症

医师驰援雷神山 。 刚到不久 ，“银针

队”就派上用处。

“我们遇到一名典型的气虚患者，

35岁，胸闷 、胸痛严重 ，夜间喘促更明

显。 起初，由于她害怕针灸，只给她用

了健脾疏肝化湿的中药汤剂， 效果并

不明显。 后来，我们加上针刺内关、太

冲、足三里等穴位，她的不适症状在三

天后就改善了。 ”岳阳医院主任医师龚

亚斌对这名女患者印象很深， 因为这

个病人后来天天 “盯” 着医生给她针

刺，出院当天还说 “医生 ，你再给我打

一次针吧，效果太好了！ ”

给患者针刺的穴位 ，背
后都有“高人指点”

56岁的叶阿姨也让龚亚斌印象很

深。 入院前，她被咳嗽和右侧剧烈的偏

头痛困扰，每晚要靠止痛片入睡。 从未

接受过针灸治疗的她一开始有点害怕，

但第一次针刺后就尝到“甜头”，五次治

疗后彻底告别偏头痛，再也没吃止痛片。

“几根小小的银针竟治好了我的大

麻烦了，太感谢了！ ”包括叶阿姨在内，

在武汉战“疫”一线，不少患者对中医治

疗方法的盼望和喜欢，让这群上海“中

医人”振奋不已。 C7病区医疗组长、岳

阳医院王振伟医师笑言：“有时候查房

时间长，针灸治疗就开始得晚，病人就

会问：今天什么时候给我打针灸啊？ ”

王振伟透露， 在这里给患者针刺

的穴位，背后有“高人指点”：位于岳阳

医院“大后方”的针灸专家根据武汉前

方提供的病人情况， 结合国家专家共

识，精心挑选出的“穴位配方”。 每次治

疗后病人都会感到舒服，所以才会“打

上瘾”，盼着上海医生来做针刺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 雷神山里使用的

并非普通的针灸针，而是带着“岳阳智

慧”的管针。 雷神山C7病区主任、岳阳

医院分队长樊民颇为自豪地介绍 ，在

隔离病房，医生都穿着防护服，戴着护

目镜、口罩 、手套 ，进针时手感会比较

差，还容易误伤自己。 为此，岳阳医院

后方的同事就想了办法， 在传统针灸

针的基础上， 外加一次性套管， 制成

“管针”。 如此，穴位定位准确，进针迅

速方便，痛感减轻，这一切细节最终落

到了患者的舒适度上。

多管齐下， 把危重患者
拉回生命的安全线

别小看银针， 它还在挽救生命的

过程中贡献了力量。

81岁的重症患者吴阿婆是C7病区

开科收治的第一批病人， 由救护车送

来，4位救护大队工作人员用担架抬入。

入院时吴阿婆根本说不动话， 危在旦

夕。 王振伟回忆，当时给吴阿婆测了氧

饱和度，才69%（正常人98%）。 CT显示，

她的两肺弥漫性改变， 还合并糖尿病、

高血压、肾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症、低钾

血症等。 也就是说，吴阿婆随时可能出

现炎症风暴、呼吸衰竭、多脏器功能衰

竭。 “我们立即对老人家制定了个性化

综合救治方案 ，有高流量吸氧 、抗菌 、

平衡电解质、抑制炎症风暴、营养支持

等西医综合治疗， 还有中药汤剂加上

针刺辨证论治等。 ”经过多管齐下的中

西医结合治疗， 老人的呼吸不那么急

促了，症状缓解了，在不吸氧情况下氧

饱和度达到95%以上，各项理化指标都

恢复正常，达到了出院标准。

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上海

较早展开中西医结合救治，更是将“上

海方案”带进了雷神山，有效降低了轻

症患者转为重症危重症的发生率 ，提

升治愈率。

入沪前14天有16国旅居史人员一律隔离
上海进一步防控境外输入疫情风险，重点国家和地区名录新增 8 国

面对境外疫情输入日趋严峻复杂的

形势， 口岸已成为当前疫情防控的一线

战场。 昨天下午 3 时举行的上海市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生健康委新闻

发言人郑锦介绍 ，3 月 16 日零时至 24

时，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报告 3 例境

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3 月

16 日 24 时， 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性确诊

病例 20 例 ，44 例境外输入性疑似病例

正在排查中。

为进一步防控境外输入疫情风险，

从即日起，所有中外人员，凡在进入上海

之日前 14 天内， 有过韩国、 意大利、伊

朗 、日本 、法国 、西班牙 、德国 、美国 、英

国 、瑞士 、瑞典 、比利时 、挪威 、荷兰 、丹

麦、 奥地利等 16 个国家旅行或居住史

的，一律实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也就是一律隔离 14 天。 同时，上海将根

据全球疫情发展趋势， 及时动态调整重

点国家和地区名录。 市民政局副局长曾

群表示，即日起，本市对于不具备居家隔

离条件的重点国家境外入境人员一律实

施集中隔离。 集中隔离期间的住宿费和

餐费需自理。其中，住宿费原则上有每人

每天 200 元左右或 400 元左右两档。 已

在集中隔离期，但未满 14 天的，剩余隔

离时间的费用按日计算。

上海海关对来自重点国家的航班实

施 100%登临检查， 对航班上的入境人

员实施 100%体温检测及 100%健康申

明卡审核，并根据相关指引贴标。通过口

岸联防联控机制， 对所有重点国家入境

人员形成了严格的闭环管理。 上海海关

副关长叶建表示， 上海海关通过登临检

疫、健康申报审核、体温监测、流行病学

调查等手段拦截的有症状人员， 由地方

联防联控机制安排直接转运至定点医院

并开展联合采样； 对症状不明显但经海

关综合研判存在较大风险的入境人员，

经海关采样后，按照地方联防联控机制，

分批转运至集中隔离点实施医学观察；

对除上述方式处置的其他来自重点国家

航班上的入境人员， 均在办理完成海关

检疫、行李通关等手续后，经机场工作人

员引导至机场临时转运区， 由地方联防

联控机制实施后续处置。此外，海关还将

加强非重点国家入境人员的口岸防控。

昨天发布会上，上海海关、市卫生健

康委分别通报了关于 2 例外省确诊病例

的有关情况。郑锦介绍，市疾控中心追踪

排查的陕西上报的境外输入性病例，其

在本市的 26 名密切接触者均已落实集

中隔离观察， 并落实相关场所环境消毒

等措施； 昨天上午浙江通报的 1 例境外

输入性病例， 其 3 月 13 日到达浦东机

场， 经机场检疫无异常后由其家人驾车

接回，未去过上海其他场所。市疾控中心

已对接浙江省相关部门，并会同海关、公

安等部门追踪排查同机密切接触者。

市卫生健康委另公布了 3 例境外输

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 例境外输入

性确诊病例均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救

治， 共追踪同航班的密切接触者 40 例，

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本报记者 何易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何易

戴倩说：“穿上白衣，我就是战士！ 病人在，我就在。 ” （受访者供图）

徐汇区驻机场工作组接待了从法国来沪的母女一家三口。

（徐汇公安分局供图）

中国勇气！

“中国的勇气，在这个痛苦的时刻，中国人民表现出
了勇气。 病毒黯淡了风景，我们写出一首小诗，来为这个
民族献上赞歌。 ”这是一名 9 岁法国女孩写的诗，而写诗
的灵感则来源于她抵达浦东机场的那一刻……

逆行天使启程回家

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胸膛里有一份家国情怀
奋战在雷神山医院的仁济医疗队 90 后护士戴倩———

防护装备、 大号暖宝宝、 提神润喉

糖……昨天晚上 10 点 45 分， 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护士戴倩在房

间快速收拾行囊，几分钟后，她就要赶晚

上 11 点的班车前往雷神山医院。她所在

的这支医疗队负责雷神山的 ICU 病区，

等待她的， 是一个凌晨 1 点到 5 点的班

头。这个夜班，她要独立护理一名 ECMO

上机患者。

“说实话，有些紧张，但也不是太紧

张 。 ”1993 年出生的戴倩说话爽快 ，她

说， 自己在武汉经历了太多 “人生第一

次”，尤其是直面生死，刻骨铭心。

“听说我要去武汉 ，爸
爸哭了”

这个新年不同寻常， 新冠病毒来势

汹汹，武汉“封城”。一时间，医护短缺，仁

济医院响应国家号召征集医护人员奔赴

一线，戴倩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其

实，在此之前，她刚结束 2019 年 5 月至

12 月的援滇任务回到上海。 且不说长期

驻外，此行前往疫情“风暴中心”，就不担

心自身的安全？ 戴倩答得爽快：“我也不

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无畏， 但我的

专业是重症医学，正好能派上用场。我也

没成家，生活没啥负担。 ”

2 月 18 日， 上海第八批医疗队集结

时，仁济医疗队位列其中，从集结令发出，

到踏上征程， 他们只用了 24个小时。 这

24 个小时也是戴倩人生中最漫长的一

天。她在医院剪短了长发，回家收拾行囊。

“从开始报名起， 我就一直瞒着父

亲。 直到临走那天，听说我要去武汉，爸

爸哭了 ，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伤

心。”戴倩难忘临走前爸爸给她做了爱吃

的菜，两人默默吃着饭，谁都不敢说话，

父女间的牵挂，尽在不言中。

“那晚，爸爸把我送到小区门口，一

直看着我渐渐走远。我也舍不得他，可我

还是坚定地往前走。我对自己说：一定要

平安回家！ ”戴倩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在武汉 ， 经历了太多
“人生第一次”

飞抵武汉， 来不及沉浸在任何情绪

里，因为这里的节奏不容许。踏进雷神山

医院， 一片空空荡荡的板房就是他们将

要收治患者的病房。 在上海第八批医疗

队领队、 仁济医院副院长张继东的指挥

下，队员们快速搬来床铺、呼吸机、心电

监护仪， 然后调试设备系统……所有人

几乎都处于不眠不休的状态， 以最快速

度建起一座“抗疫堡垒”。 2 月 22 日，这

个雷神山 ICU 正式收治第一批患者。

“穿戴上厚厚的防护装备，还没开始

工作就晕了，刚走几步就已气喘吁吁。但

这时，危重症病人已经住进来了，说不害

怕是假的，但我必须上去迎战。 ”戴倩要

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身体极限，还有

这个新型超级病毒的“暴风式打击”。

她护理的一名老太太， 送进来时还

能跟她眨眨眼，可很快病情就急转直下，

血氧饱和度一路往下跌，重症监护护士出

身的戴倩本能地冲上去参与抢救。 插管、

调呼吸机参数……就是十多分钟的时间，

大家用尽全力，老人还是走了。

“我一个人在病床旁坐了好一会儿

才缓过来， 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慢慢不

动了。”这是戴倩与新冠病毒的第一次正

面交锋，一条生命的瞬间停摆，给这个年

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ICU 就是一个“生死场 ”，柔情岁月

大多只在小说里。此后，又一位重症老爷

爷离世了， 戴倩跟着护理老师开展遗体

护理，这又是她的“人生第一次”。一根根

拔掉患者身上的插管， 戴倩一边擦拭着

患者的身体，一边在心里默念，“爷爷，一

路走好”。“从事护理五年，在重症监护室

工作三年，目睹过死亡，但生命如此快速

消逝，这是第一次。 ”戴倩说，她会心痛，

会悲伤，但并没有过多时间沉浸其中。她

会一遍遍反复问自己 “如何能做得更

好”，因为，还有太多生命等待着他们。

在雷神山火线入党 ，

“我想，我长大了”

这个夜班，戴倩要护理的 ECMO 重

症病人也让她印象很深。这是一名 50 多

岁的男士，进来时就戴着呼吸机，但神智

是清醒的。之后他的情况不断变糟，氧合

情况无法改善，医生决定上 ECMO。 “他

很坚强，之前清醒时，他会自己说要吃什

么，要多吃一点。 吃完饭，他还会要求口

腔清洁，这是一个对生活有要求的人。 ”

戴倩会留意很多病人的性格、 细节。 她

说，每个病人都有故事，她也希望竭尽自

己的力量，为每一条生命奋斗到底。

“在这些日日夜夜的战斗中，我经历

了许多以前不曾经历过的考验。 我每天

都在学习，也收获了大家的肯定。 这 20

多天，我过得比在上海辛苦得多，但是我

越来越感觉到生命的充实， 体会到了一

种被人需要的自豪感。 我想，我成长了，

艰辛与磨砺是最好的成长礼。 ” 戴倩觉

得，能把自己的所学用到刀刃上，这是一

件非常自豪的事。

3 月 8 日， 戴倩在雷神山火线入党

了。 这是她第三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也是

最郑重的一次。“与病毒的较量，看不见硝

烟，但生与死的考验真真切切，正是因为

经历过了这一切。 我特别想对父亲说，爸

爸，你的女儿长大了；也特别想告诉大家，

我和千千万万个 90后一样，也是勇敢、努

力的一代人，我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我

们的胸膛里也有一份家国情怀。 ”

“穿上白衣，我就是战士！病人在，我

就在。 ”说这话时，戴倩有一种超越年龄

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