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特稿
2020年 2月 8日 星期六
www.jfdaily.com

视觉设计：朱伟

荨护士沈艳通过电话与住客沟通。

茛有住客发烧了， 黄瑛马上穿好防护服，准
备好药品，去房间核实住客情况。

均 赖鑫琳 摄

4名医护与80名住客的日与夜
———来自新冠病毒疫情集中隔离点的记录

■本报记者 黄尖尖

早上 6 点， 隔离点医生顾剑云早早地起
床，打开房门。清晨的阳光透过酒店的玻璃窗
照进隔离点内， 穿过污染区空无一人的走廊，

穿过清洁区长长的楼道和半清洁区的层层防
护线，照在一楼大堂“集中医学观察点”的指示
牌上。“等这一切结束，这些地方都将恢复原状
吧。”顾剑云心里想着，换上一身干净的医护服
下楼，7点 20分准时出现在酒店门外等候。

从这天起，隔离点内第一批住客隔离期满
将陆续撤离。工作人员一早便对酒店的走道和
电梯进行彻底消毒，通知住客下楼。“走出隔离
点，就属于正常的健康人群。”顾剑云给解除隔
离的房客送上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告诉他们
出去之后的注意事项。

提着行李离开酒店时，当和煦的阳光照在
身上， 隔着口罩再次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几
名住客仍不住地回头，双手合十向医护人员表
达感谢。顾剑云挥挥手，转身走回隔离点内。

这里只有住客，没有病人
这是上海最早建立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的集中医学观察点之一，设在一家普通的
酒店内。四名来自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生和护士组成一个小团队，照料和观察着隔离
点内近 80名住客的生活起居。

白天， 顾剑云的房间是医护小组的工作
间，晚上经过彻底消毒后，又变成他睡觉的地
方。卧室的台子上插着电脑、电话和打印机，铺
满健康信息表，这里是病历录入区。套间小客
厅里，环绕墙面一圈放置着医疗物资的蓝色箱
子，箱子上方贴着标识：急救箱、备用药、防护
服……这里是物资间。 屋子中间的墙面上，用
A4 纸打印出“集中医学观察点”几个字，各种
操作守则、隔离点日志贴了满满一面墙。

医护人员戴着帽子和口罩，在狭窄的过道
里进进出出，一切都在忙中有序地进行着。病
毒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工作间里待久了，刚进
来时的恐惧和警惕感会淡化。但每隔半小时，

他们都会谨慎地提醒我用 “快消”（免洗消毒
液）擦拭双手。一天下来，手被消毒水侵蚀得
开裂。

“您好，今天早上醒来体温多少？36.7℃，

好的，注意开窗，口罩戴着，尽量多喝水……”

电话机前，顾剑云开始对着住客信息表，挨个
给各房间打电话询问体温。 由于污染区与清
洁区完全隔离， 彼此之间的日常沟通全凭一
根电话线。

“电话里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从住客的
语调、语言和周围的环境声能听出他们的情绪
和状态，如果住客比较焦虑，我会和他多聊一
点。”一位住客量出的体温比平时略高一点，在
电话里非常害怕。“你别紧张，多喝水，多休息，

有时候体温是受情绪影响的……” 临近 11点
钟，挂上最后一通电话，顾剑云自己才喝上今
天的第一口水。

在这里，隔离人员被称为住客，而非病人。

“他们是从湖北来沪或途经湖北来沪的重点
观察人员， 目前都是没有确诊的观察对象。”

进入隔离点来， 住客本身承受着巨大的心理
压力， 医护人员的大量工作是消除住客的焦
虑。“要让他们觉得，‘我只是为了家人和其他
人的安全来这里观察一下’。” 一切都存在着
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风险，医护人员和住
客共同担着。

“我跟自己说，也就那样吧”

临近中午的时候，护士长沈艳收到一个好
消息，四天前因发热从隔离点转送新华医院的
孩子第二次检测结果出来了。“两次都是阴性，

孩子就是普通的乙型流行感冒，今天就可以回
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四个人围在一起商量下
午的接送事宜。“孩子和爸爸在医院待了四天，

吃的都是盒饭，没洗过澡，下午我和李春敏穿
一级防护服过去接他们回来， 先洗澡吃点东
西，再带孩子到普通门诊吊水。”

1月 29日晚上 8点，隔离点内一名小孩突
然发烧到 37.8℃，上报情况后，沈艳和司机一
起出车将他送到新华医院发热门诊。“小孩是
从武汉来的，又发着烧，疑似病例的特征都有
了，概率很大。”当时沈艳心里有点害怕。“上楼
接孩子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手有

点发抖，不敢碰他，但后来上了车就好了，我跟
自己说，也就那样吧……”

到了发热门诊，孩子接受血常规、胸片和
CT等一系列检查， 此时沈艳和司机一直守在
门外的车里。按照规定，他们只要把人送到那
边就可以回来了。“这孩子 8岁，和我儿子一般
大，很乖，他爸爸很焦虑，妈妈还留在隔离点里
不能跟过去。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又不懂医学，

一家人都十分无助。”

晚上 11点多， 两人已在外面等了一个多
小时，孩子的报告还需医院专家讨论才能出结
果。沈艳一直隔着医院门外的大玻璃窗看着孩
子，后来实在等不住了，她咬咬牙下了车。“你
不要去呀，里面发热门诊有不少疑似病例。”司
机劝她不要进去。 但当母亲的本能告诉她，她
要全程陪护这个孩子。

深夜的发热门诊内， 沈艳闷在防护服里，

与父子俩面对面坐着。“姐姐，你好像太空人。”

8岁的孩子此时还不懂得害怕。“宝贝， 你在上
海有没有小伙伴？”太空人姐姐说。孩子认真地
摇摇头。“等你好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小伙伴好
吗？我们家也没有去过武汉，以后把上海的小
伙伴带到武汉去玩好吗……”

和孩子聊天的时候，沈艳想到的是自己的
孩子。穿着防护服不能使用手机，这段时间没
有人能联系到她，而她自己做了个决定，要陪
着这对父子一起等待这最难熬的 3个小时。

凌晨 2 点多，孩子所有的报告出来了，是
乙流阳性，但由于左侧肺部有小片模糊，经过
专家讨论，决定还是要在医院隔离留观。沈艳
看着医护人员把孩子和爸爸送上 22 楼隔离
病房，才离开了医院，回到隔离点时已是凌晨
3点。

“这是我进隔离点后送的第一个疑似病
例，当时到底应该留在外面还是里面，没有人
告诉我。”隔离点操作流程的制定，都是在边实
践边摸索之中形成的，这种不确定性，从隔离
点设立之初便已存在。

六个小时，两个人，白手起家
“隔离点刚设立的时候，这里只有一个医

生和一个护士。”这几天，与他们谈话间提得最
多的便是高蓓和张文静。“你看我们现在四个
人已经忙得团团转，但最初只有她们两个人白
手起家，工作量无法想象。”

接到设立集中医学观察点的通知，是在大
年初一的凌晨 1点钟，当时离隔离点开设还有
6个小时，然而人员、物资、线路，一切都还没有
安排下来。 张文静是医院病房的一名骨干医
生，大年夜她还在病房值班，第二天一早就直
接从医院岗位上奔赴隔离点。高蓓年初一早上

从家里出发时， 妈妈拉着她的手硬是不让她出
门，她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是到医院病房值班，

不是去隔离点……”

然而未知的一切还在前面。如何将没有医疗
设施和隔离条件的酒店改造成隔离点？ 通过观
察，她们在酒店现有布局的基础上，划分出了清
洁区和污染区。从酒店大堂进入，经过电梯，到达
酒店四到八楼的客房，这是污染区域。绕过大堂
从西边侧门进入酒店，沿楼梯间通往二楼的医护
人员工作区，这是清洁通道。

两个区域之间的隔离，依靠的是一扇扇紧闭
的大门，以及人为的严防死守———每次医护人员
要跨越从清洁区到污染区的界线，都要穿上全套
防护服，并严格遵循设定好的路线。

1月 25日， 隔离点设立第一天就迎来了 30

多位住客，他们中有刚从国外旅游归来的老人，

有因武汉“封城”而滞留在上海的公司职员，也
有独自照顾两个孩子的母亲……依照相关规
定，自抵沪首日起，他们需要被隔离 14天并接受
医学观察。

有些住客不愿意被隔离，有些人不愿意提供
个人信息，有些人进来后十分焦虑，千头万绪的
工作，全靠两个人边摸索边整理，形成了隔离点
最初的全套工作流程———每天早上开始测体温
和登记住客健康信息。住客身体有任何异常状况
要立即上房诊治。在没有发热的情况下，住客的
基础疾病由隔离点医生处理，一旦住客腋温超过
37.3℃，就要立即上报，出车转送到发热门诊。

“集中观察点不同于病房，这里有没有病例、

会不会发病，一切都不确定，医护人员会想得比
较多。每次进入污染区，其实都是踏上一场未知
的旅程。” 第二批进入隔离点的全科医生匡晓雯
这样说。

住客风险等级需视个人情况来判断，然而 80

多名住户的情况各种各样，每位住客的名字下至
少有十张表格，详细记录他们何时从何来、人际
接触关系和个人病史。“住客刚进来时人数太多，

由于口音以及瞒报等情况，仅凭语言无法收集到
准确的信息。” 公共卫生医生刘磊已经在电脑前
对着病历表忙了一上午，“现在这些经过核实的
有效信息，都是我们后来与住客加了微信一点点
搜集回来的。”

信息登记表上， 同一种颜色的名字是一家
人，原则上一个人一个房间，但有的小孩子要和
爸爸或妈妈住在一起。不同房间的住客之间互不
接触，每天需要取药、拿饭的时候，都用货梯送上
去，医护人员通过电话告知住客出来拿。

“奶奶再见，希望你能理解我”

在隔离点内，时间好像是静止的。午休时候，

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气的四个人，“娱乐活动”就是

互相给对方测体温， 围坐在小桌子前吃方便面，

或者独自看着窗外的大桥发呆……

住客在此隔离了多久，医护人员也一同被隔
离了多久。“待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不会崩溃？”

“在住客都解除隔离之前，我们不能崩溃。”

沈艳本来计划今天就要走的，工作均已和新
来接班的李春敏交接好， 但收到那个发烧孩子
出院的消息后，她决定明天和他们一家三口一
起离开。午后，她一直守着手机和孩子爸爸联
系，等待他们出院的消息。趁此空隙，她和我聊
起了自己的事。

她参加过 2003年 SARS隔离病房工作，那一
年她只有 23岁， 有一天领导对她说：“我们医院
成立了 SARS疑似病例隔离病房，需要第一批护
士去，你愿意参加吗？”她说，当时真的是害怕，想
想自己才 23岁，是不是要写遗书？要不要告诉爸
爸妈妈……“现在和当时的情境差不多，只不过
如今多了些沉着冷静。”她说。

今年大年初一就接到通知， 要作为第二批
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点， 然而就在大年初二晚上
吃饭的时候，大伯打电话来，说奶奶没了。“奶奶
102 岁，是在家中过世的，走得很平静。”沈艳说
自己和奶奶感情很好， 她是知青子女，1993 年
回上海后跟着奶奶生活了八年。“当晚赶过去以
后，联系 120 等后事都是我亲自处理的，一直忙
到半夜。”然而第二天一早就要到隔离点，送不
到奶奶怎么办？

“当时是爸爸鼓励我去的，他说，没有大家，

哪有小家。”那夜凌晨，沈艳从家里出发就直接
奔赴隔离点。“离开家的时候我心里默默地跟奶
奶说了句话，我说，‘奶奶，我有任务，希望你理
解我……’”

进污染区前，道一声“平安”

下午，隔离点出了一次车，沈艳和李春敏到
新华医院去接孩子和爸爸回来。 护士与司机穿
好一级防护服，随车出发，等住客接回来以后，

又送他们上楼。这就意味着，她们要两次穿越污
染区。

穿防护服是一项“大工程”。先把手和脚全部
套进防护服内， 其间手不能碰到防护服内部。橡
胶手套要戴两层，一层套住自己的衣服，一层套
住防护服外部。依次戴上帽子、口罩、护目镜，拉
链一直拉到嘴巴，只留出眼睛的部分。临出发前，

两位护士最后一次仔细检查防护服是否盖住我
的全身。“好了，去吧，平安回来。”

经过楼梯间下楼，离开清洁通道以后，要走
过一段酒店外的过渡区。户外的阳光照在防护服
上，我透过护目镜看着初春的太阳，却感受不到
丝丝暖意。

短暂的路程结束，就来到污染区入口。这是

记者第一次从酒店正门进入隔离点， 穿过大堂，

坐电梯上到八楼，电梯门打开，一条长长的走廊
出现在眼前。

每间房门都紧闭着，如同一座座孤岛。阳光
照在过道上，空气中飘浮着细细的尘埃。安静，静
得每行走一步，都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虽然
看不到一个人影，却能通过一些细微的声音感知
到房里人的存在。这种感觉很微妙，你看不见他
们，但知道他们都在。

按照规定任何工作人员都不能进入住客房
间内。两名护士把父子俩送到房门口，敲开房门，

孩子妈妈已在门里焦急等待，一家人在漫长的四
天后终于重聚，不住地对护士们表达谢意。

半开着门的房间里开着电视机，行李、衣
物、生活用品散落在房内各处，他们和寻常出
来旅行住店的一家三口无异，反倒是防护服
里的我们，更像是从科幻电影里走出来的“生
化人”。

走廊尽头，在到达清洁楼梯前，还留有一
段缓冲过渡空间， 用一张桌子作为分界线，这
是半污染区，也是医护人员丢医疗废弃物的区
域。结束污染区的工作后，护士们面朝着一个
黄色的医疗废弃桶，开始一件一件地脱防护服。

将防护服往外翻开脱下，然后到护目镜、手套、

口罩、帽子，每脱下一件都要用消毒液洗一次
手，最后全部脱下后，要用流动的水一遍遍清
洗双手。

这就是隔离点，这里没有确诊病人，没有
抢救现场，你无法感知到潜在的危险从何而来，

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拼尽全力地把防线做到
最充分，将看不见的病毒与城市里的健康人群
隔离开。

离开污染区刚回到工作站，另一名护士又接
到电话，有一名住客体温超过了 37.3℃，她要马
上去房间确认住客情况。考虑到很可能需要连夜
送到医院，她匆匆啃了一个苹果，开始给自己穿
防护服。

出门前，同伴帮她把鞋套套严实，道了声“平
安”。“行了，不用送了。”一个人拿着药品和测温
仪，沿着长长的走廊出去，走廊尽头就是通往污
染区的楼梯间。

在她到达楼梯间前，我突然想起一天下来竟
没有问她名字。“你叫什么？”“我叫黄瑛。”“英雄
的英？”“王字旁一个英雄的英。”说完就消失在了
走廊尽头。

直到走出隔离点那一刻， 紧张的神经才稍
微放松下来，人也开始觉得有些疲惫。这几天，

记者跟隔离点内的每个医护人员都说过话，却
从未看到过他们在口罩后面真实的面容。 在这
里采访的短暂时间， 与他们在此度过的日日夜
夜相比微不足道。而这场疫情一天不结束，他们
还要长时间地留守下去。

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疫情
（上接第 1 版）我们及时采取果断有
力措施，得到世卫组织及许多国家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习近平指出，中美就疫情防控
保持着沟通。我赞赏总统先生多次
积极评价中方防控工作，感谢美国
社会各界提供物资捐助 。流行性
疾病需要各国合力应对。当前疫情
防控处于关键阶段 。世卫组织从
专业角度多次呼吁，所有国家不要
过度反应。希望美方冷静评估疫情，

合理制定并调整应对举措。中美双
方可保持沟通，加强协调，共同防

控疫情。

特朗普表示， 美国全力支持中
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愿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并以其他
各种方式向中方提供援助。中方在极
短时间内就建成专门的收治医院，令
人印象深刻，这充分展示了中方出色
的组织和应对能力。相信在习近平主
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毫无疑问一定能
够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 美方对中
国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 美方将本
着冷静态度看待和应对疫情， 愿通
过双边和世卫组织渠道同中方保持

沟通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不久前签署
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达成这样的
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
世界和平繁荣。这充分说明，尽管中美
存在一些分歧，但只要双方本着平等和
相互尊重精神，总能通过对话磋商找到
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希望美方同
中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
的共识，坚持协调、合作、稳定的总基
调，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一年沿着正确
轨道向前发展。

特朗普表示，美国愿同中方一道努
力落实好协议，共同推进两国关系。

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
保持密切沟通。

火线转产复工，解“燃眉之急”！

（上接第 1版）与此同时，金山区经
委等部门继续提供全方位服务，仅仅用
了两天时间，就帮企业办好了隔离服生
产的相关资质。为提高生产效率，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还驻点企业车间，及时协
调疏通企业在转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
大小难题。

2月 4日，在各方的努力下，嘉麟杰
第一件成品隔离服于 13 时 30 分包装
下线，17时首批 500件隔离服完成制作
并进入金山区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库，很

快配发到最需要防护的一线岗位上。2

月 7 日， 该公司生产的隔离服达 4000

件。接下来，在物料、设备、人员全部到
位后，企业达产后每天至少可生产 1万
件隔离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市
隔离服紧缺的“燃眉之急”。

（上接第 1版）“一直说上海的营商
环境好，现在更加体现了出来。从对我
们复工审核流程来看，政府既体现出了
专业度，又展现了人情味。在短短一天
内，摸清我们的上下游客户，有所甄别

的一事一案处理，不影响防疫大局，又没
有‘一刀切’。”尤健说。

在松江区九亭镇经发办的各个办公
室里，电话此起彼伏，人员进出不断，这里
的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企业
复工的审核工作。 除了四大类企业之外，

九亭镇经发办还针对部分拥有高新技术
与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开辟特色服
务，让它们提前进入“预检”程序，以便尽
早开工。

“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应对市
场风险的能力相对较低，需要我们在这个
特殊时期拉一把。” 九亭镇经发办主任费
东表示。

把疫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上接第 1版）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
阻断和治疗两个关键点，全力以赴联
防联控，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全力以
赴保障供应。要紧盯薄弱环节，完善
应对措施，进一步加强社会动员和家
庭防控，强化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处
置，持续推动长三角地区联防联控和
相关信息的互通互认，多策并举保障

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加
强信息发布和宣传引导，持续推进超
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
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各类企
业复工复产，及时出台支持企业的综
合政策措施，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

“现在基层的任务很重、压力很大，

要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多为基层解决困
难，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
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放到疫情防控上。”

应勇强调， 特殊时期要有特殊作为，要
把敢于担当的导向树起来，把公务员队
伍的精气神提起来、作风实起来，带动
全市市民团结一致、抗击疫情。

市领导陈寅、吴清、许昆林、彭沉
雷、陈群、龚道安、宗明、汤志平出席。

紧急立法为疫情防控提供法治保障
（上接第 1版）

蒋卓庆指出，市人大常委会及时作
出疫情防控决定，是针对即将到来的大
客流集中返程的关键阶段采取的一项
紧急立法，旨在为政府最严格防控工作
增加法律供给、提供法治保障，进一步
明确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
人在这一时期应承担的防控责任，把依
法依规、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有序规
范、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优势充分发

挥出来，确保中央和市委关于疫情防控
的重要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蒋卓庆指出，市人大常委会要把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工作的重
中之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和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市
委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提高政治
站位，统一思想行动，继续为本市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进一步
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促进提高依法

防控、依法治理的水平。要针对疫情应对
和城市治理暴露的问题短板和经济社会
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加强前瞻性研究。要
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创新工作方式、

把握工作节奏，以良好精神状态确保重点
工作、法定工作顺利开局。

会议还对市人大常委会 2020年度工
作要点（草案）进行了书面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泽洲、 沙海
林、蔡威、高小玫、肖贵玉、莫负春等出席
会议。副市长宗明，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晓云，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市
监察委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