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诊28万人次的背后
■本报首席记者 王潇

上海一家医院的发热门诊护士。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资料照片）

有一些事很难从名字判断背后的内容。比
如关于发热门诊，熊艳并不知道，进入门诊后
的 2小时内，她的名字会在上海市疾控中心一
位负责人的手机上弹出；

她也并不知道， 她在医院走过的路径，会
有人根据监控消毒， 甚至从医院一路追至家
中；

如果她的血样检测下来是阳性，标本将送
至市疾控中心。按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上海所
有检测呈阳性患者的标本都在那里统一保管。

……

作为一座常住人口超过 2400万人的超大
型城市，且流动人口众多，上海为什么没有发
展成为外国专家曾预测的“80万人感染”？

4月 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截至 4月 29日，

上海有 117 家发热门诊及 182 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共接诊接近 28万人次，

留观隔离 17500例左右。截至 5月 21日，累计
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341例。

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考的是一座
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运行与积淀。 发热门诊，

正是这个体系最前端的触角。

5月 11日，国家卫健委发文向全国推广上
海发热门诊建设管理工作经验。“上海经验”强
在哪儿？不妨换一个角度，从头跟随患者熊艳
去发热门诊走一遭。 她是上海接诊的 28万分
之一。

响 应

事实上， 今年以前，30岁的熊艳从没进过
发热门诊。身为一名上海体育教师，她对发热
门诊仅有的一点印象是“小孩子发烧去看的地
方”。

1月 19日，大众对疫情的了解仅仅停留在
新闻层面。发烧两日后，熊艳想着还是该去医
院看看，便直接打车去了家附近的闵行区中心
医院。她并不知道那是一家有发热门诊的定点
医院。

发热门诊是非典时期的产物。2003 年 4

月，随着北京非典发病人数出现高峰，北京市
的医院纷纷临时在门、 急诊楼内外划地圈屋，

将体温高的病人集中收治， 一时建出了多个
“发烧门诊”或“发热门诊”。“国外并没有发热
门诊。当年的发热门诊就相当于呼吸道传染病
门诊，与肠道门诊等是对应的。后来就这样约
定俗成，沿用下来。”上海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感
染控制科主任朱仁义说。

非典远去的日子里，发热门诊在各家医院
逐渐成为低调的存在。闵行区中心医院的发热
门诊就位于急诊楼大楼后， 一幢三层小楼。它
的前身是一座铁皮房子。但就这样一幢独立小
楼在众多医院的发热门诊中已属奢侈。“非典
那年，上海第 5、第 6例患者是在我们医院诊出
的，所以当时的医院领导就非常重视传染病这
一块。像一般二级医院很少能有这样一幢独立
的楼。”闵行区中心医院院长任宁说。

当然，低调的存在并不代表空闲。融合了
发热门诊、肠道门诊的感染科门诊，低谷日门
诊量 50人次左右，高峰时可达 400人次左右。

大众并不熟知的是， 在新冠疫情之前，上
海还有一小波流感爆发。“正好在十一二月，其
实那时候我们的工作强度就开始起来了。”传
染科主任助理张志锋介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医院在 1月初收到市
卫健委发出的预警，立刻组织专家研判，针对
发热门诊的预检分诊、组织流程、能力储备、人
员配备等展开督查和培训。1月 17日， 市卫健
委发布了上海救治工作方案。1月 24日， 上海
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后，对各发热门诊隔离床位
数量和规格作出要求，增加影像、药学、呼吸、

急救等设备和人员团队，装备插管、呼吸机等，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配置发热门诊专属 CT。

总之， 当 1月 19日下午昏昏沉沉的熊艳
走向预检台时，闵行区中心医院已进入“警备
状态”。

“我有点发烧。”她对预检台的护士说。

护士问她：“你有没有去过湖北？”

“我昨天刚回来。”熊艳说。1 月 12 日至 1

月 16日，她去湖北黄冈参与了一场支教活动。

坐在椅子上的两位护士忽地站了起来。

旁边站着的两位保安，立刻让熊艳把戴的
布口罩摘下，换成医院提供的医用口罩。一位
护士用耳温枪测了她的体温。

38.9摄氏度。熊艳感到周围的人后退了一
步。

“你跟我们走吧。”两位保安说，向熊艳指
了指发热门诊的方向。

熊艳有点懵。 跟着保安从预检台走出时，

她注意到，拿耳温枪的护士迅速用免洗手消毒
剂给手消了毒。

体 系

发热门诊的背后有一整套体系。 这一点，

是熊艳进入发热门诊后逐渐体会到的。

进入发热门诊，有医生询问了她这几日行
踪。随后，她被安排进 3 号诊室。后来她了解
到， 这是一个最初的流行病学调查。3号诊室，

就是面向来自重点地区或有可疑流行病学史
患者设置的诊室。

接诊的医生倪菊平问诊之后， 先做咽拭
子，再做肺部 CT。做 CT时是在另一幢楼，却已
经布置成单独的通道，与普通患者分开。单独
的电梯上去后， 医生已在玻璃后的操作室守
候，喇叭里和她对好名字。做完 CT再原路回到
发热门诊，全程熊艳没有接触到其他患者。

1小时后，接诊医生已看到了她的报告。

“情况并不是太好。”他告诉熊艳，CT显示
肺部有阴影。

看到熊艳眼泪已在眼眶里打转，医生安抚
说：“我已经打电话到区疾控，区疾控会上报给
市疾控，马上有专家来会诊的。”

这是熊艳第一次意识到她的情况正被一
个网络关注着。此时，熊艳的信息已分两条线
上传，一条通过区疾控到达市疾控，与疾控相
关的一系列业务如流行病调查、医院感染控制
评估、消毒等流程开始启动；另一条则是上报
给市卫健委。

又 1小时后，原本排班休息的呼吸科专家
从家中赶来。他穿着防护服，看不出模样，听声
音上了年纪。他仔细询问熊艳的症状，比如发
烧时有没有咳嗽、咳嗽是干咳还是带痰；接着
由护士长为熊艳采血。最后，熊艳被安排进入

留观室隔离。

“两天后是我生日，到时我可以出来吧？”进
留观室之前，熊艳问倪菊平。

“这我不敢肯定，我也不知道你过年会不会
在这里过，但是你要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

对你来说，都是一种经历。”倪菊平说。熊艳回想，

那句话突然让她意识到， 眼前已不是一位医生，

更像一位师长。

此时，熊艳的血样等标本已被送至市疾控检
测，疫情早期标本检测都在市疾控进行（后来逐
渐下放到区疾控）。标本的保存需在负 70摄氏度
冰箱，双人双锁，有严格出入库记录。

晚上 8点，区疾控负责流行病学调查的小分
队穿着厚厚两层防护服，进入熊艳所在的隔离留
观室。他们把熊艳从上海到武汉坐的车次、座位、

过程中是否听到人咳嗽、 到武汉后接站人姓名、

车牌号等一一询问。为核实时间，还请熊艳从手
机中找证据，力求精确到几时几分。

与之同步的是，消毒与感染控制小分队也在
行动。负责医院感染控制评估的人员会迅速沿病
人的行走线路，到医院的预检台、挂号处、就诊
处、交费处、抽血、CT 检查等地对所有可能接触
病人的医务人员个人防护、消毒措施等感染控制
落实情况进行现场评估指导，并指导医院对病人
在医院内的就诊轨迹做严格的消毒处理；医院外
的消毒则由疾控的团队负责，根据由流调团队提
供的居住地、市区内的各种活动轨迹，确认污染
时间和范围，分别追踪消毒到位。

当晚 10点， 区疾控流调小分队 2小时的流
调询问结束；11点，市疾控的流调人员来了。来者
是市疾控传染病防治所急传科医生郑雅旭。她已
看到熊艳的初步流调报告，但觉得其中还有些活
动轨迹与接触情况需进一步调查。她在发热门诊
办公室与熊艳电话沟通。

这通电话又打了 3个小时，一直打到凌晨。“问
得比区疾控还要详细， 细到我从家到闵中心的出
租车车牌号都问了。”郑雅旭后来解释，这是为了
做密切接触者管理以及为消毒人员提供信息。

通常被怀疑的发热病人要在发热门诊留观 3

天。若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就可排除，除非症状特
别像，会再补测一次；如果检测阳性，就会送至公
卫中心接受救治。

等待的过程最为揪心。熊艳一直在和一位熟
识的外地医生朋友沟通，当她向对方倾吐进入发
热门诊以来的种种遭遇时， 对方真诚地说了一

句，“我特别羡慕你。”

“我都被留观了，你羡慕我什么？”熊艳问他。

“如果早期都是这样快速响应，或许不会发
展成这样。 至少你目前是在最安全的一个环境
下。”一刹那间，熊艳安静下来，“突然很庆幸我是
在上海”。

精 细

体系顺畅的背后，是在非战时就已达成的精
细化管理与快速反应。

上海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感染控制科主任朱
仁义戴一副细框眼镜，幽默、和善，却是上海各家
发热门诊最怕遇到的人。新冠疫情开始的一个月
里，他去了 86家医院，893次，每一次都是去“挑
刺”。

为什么一家医院要反复多次去？“我们只要
怀疑可能有医院感染风险， 就会立刻去现场，每
一个病人的风险可能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很多人对发热门诊有偏见不愿意去。

正是担心自己原本只是普通发热， 却可能在发热
门诊染上传染病。这一点，正是朱仁义等努力要解
决的后顾之忧。“我们对确诊病人的活动轨迹做彻
底的终末消毒，比如患者乘坐过的电梯，消毒后其
他人员再次接触就不会有感染的风险。”

有一些细节是在发热门诊的建设之初就被
纳入考量。闵行区中心医院医防科科长张丽君记
得， 发热门诊的方案改了又改，4个月才算定稿。

专家们提出很多细节问题，比如要配备专用的废
物梯；给隔离病房的门都安上窗户，方便观察、交
流；每间隔离室配独立卫生间，病人接触过或排
出的污水，需消毒处理完后才能进入医院的污水
集中处理系统，再进行二次处理；发热门诊的气
流必须是从清洁区向污染区流动。

朱仁义强调，管理精细，细到何种程度，都是
有据可循，“不是拍脑袋决定”。

比如上海要求医护人员把护目镜戴在防护
服里面，摘护目镜的步骤放在脱防护服之后。“因
为我们实验做下来，这样对头部的污染最少。”

消毒的范围也有讲究。整栋大楼有一个病人
确诊了，不是整栋大楼都需要消毒，而是会评估
这位病人活动可能造成污染的地方并进行消毒。

在小区增加消毒通道等做法在朱仁义看来是毫
无意义、甚至有害的。

他也不赞成公开患者的详细活动轨迹。患者
活动轨迹上需要消毒的地点，团队都会第一时间
评估、实施消毒，而消毒过的地方发生再感染的
风险是很低的。“当然， 这个前提是尽早精准评
估。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很少有地方能像上海这
样。这背后是很多人辛勤的付出，才会有这个结
果。”朱仁义说。

郑雅旭也提到，“上海疫情为什么得以控制，

就是在每一个环节最快速做出响应”。 发热门诊
发现的病人报告要进入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信
息系统，会有一个审核过程。按标准只要在 2 小
时内完成即可。但疾控的疫情审核人员为争分夺
秒，都是 24小时值班，一旦有新增病例出现，马
上审核。

矛盾并非没有。

发热门诊投入的人力多、要求严苛，但地位
边缘。“对医院来说，是纯投入，从医生的收入来
讲，也是低收入。”闵行区中心医院传染科主治医
师张曹庚说，临床班里 50个人，只有他一个人进
入感染科。

也因此，部分医院的发热门诊，在建造时，图
纸是符合要求的，建好了以后，就挪作他用，或被
挤占空间。

2005年，非典两年后，外省市一家都市报曾
议论：“随着非典的远去，有市民对发热门诊存在
的必要性产生疑问：非典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究竟
有多大？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高价防范’……有
的医院表示，发热门诊接诊量小，成本高，正在成
为医院的负担。”

回头再看，答案不言自明。

警 醒

这一次的疫情是大考，也是警醒。它让人们
看到了所谓 “高价防范”的价值，闵行区中心医
院传染科护士长王秀芳说：“2003年以后，脑子里
这根弦就一直绷着。”

正是这一根绷着的弦，促使着一批临床机构
以及疾控部门都在做着不为人知的努力。

发热门诊就是疾控体系的一个哨岗。通过这
个哨岗，可以尽早发现可疑疫情的动向。 比如闵
行区中心医院就是国家级的流感监测点。每周两
次对流感病人采样，每次 15份样本，送到区疾控
中心，做全病毒和细菌检测。“就是给国家提供一
个参考，最近流行的是什么病毒，通过对每个哨
点医院的数据分析后，能形成预测。”而同属闵行
区的第五人民医院，就承担了肠道疾病监测的功
能。

“即使不是这次疫情，如果碰到可疑的传染
性病例， 同样也会经历在发热门诊留观的过程，

整个的流程上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不同的疾病调
查的侧重点不一样，” 郑雅旭说，“比如考虑禽流
感，可能会更关注病例在活禽市场的暴露情况或
者与动物接触情况，如果他生活在农村，养殖鸡
鸭，也会到病例家里去调查相关情况。”

3月底， 上海在 182个社区增设了发热哨点
门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上海三级诊疗体系占
很大比例，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这些新建立
的发热哨点门诊，筛查出了不少发热患者，对于
及时地找出病人、发现疑似病例、及时地隔离诊
断和治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月 7日，上海出台《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
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
见》，其中提出将加强对发热门诊标准化建设。

种种努力都是向着一个目标前行———到
2025年,上海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对能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最
安全城市之一。

在留观室第 3天，熊艳在给郑雅旭的电话里
得到了她一直想要的结果： 两次检测全部阴性，

而在发热门诊的 3天，她的身体也好了大半。

她很不好意思地说， 在发热门诊的最后一
天，因为迫切想要结果，她还对几位医护发了一
通脾气。回家后第二天，她给发热门诊的医护们
快递了一份水果聊表心意，还说一定要给医生补
上一面锦旗。

对发热门诊最深的印象，是那天从隔离病房
走出，她憋着一口气从重重人群中冲出，走到医
院外才深深吸了口气。突然发现，原来平时习以
为常的安全，从来不是理所应当。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熊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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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00 法制特勤组 : “人事专

员”背后的陷阱
21:30 新闻夜线
22:32 连续剧: 真爱的谎言之

破冰者(41、42)
0:05 午夜影院:男才女貌

纪实人文频道
11:54 科技
12:18 船政学堂(5)
13:15 人生第一次(10)
14:23 可凡倾听
15:19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6:14 最家计划
16:38 建筑惊世探秘: 解密巨

石阵幽灵

17:36 超级装
17:51 短纪录片
18:00 沼泽生态志:黑水无尽
18:45 最家计划
19:10 可凡倾听: 张文宏专访

(下)

20:00 大上海(6)

20:51 短纪录片
21:00 六盘山(4)

21:57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22:45 超级装
23:00 珠峰救难队:死亡地带

东方影视频道
11:18 午间影院:热爱岛
13:18 连续剧: 破冰行动 (40-

46)
18:58 连续剧: 遇见幸福 (28-

31)
22:00 黄金影院:百变爱人
0:06连续剧:皮影(27、28)

五星体育
12:30 弈棋耍大牌

13:45 五星足球特别版
14:00 棋牌新教室
14:30 运动不倒“问”
15:10 2016 欧锦赛 F 组第 1

轮(葡萄牙-冰岛)

16:20 超级碗·汤姆布雷迪版
17:15 五星足球特别版
17:30 超 G竞彩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30 21 世纪 21 经典-2016

里约奥运会羽毛球男
单半决赛 (林丹-李宗
伟)

21:00 2019 国际帆船大奖赛
考兹站集锦

22:00 弈棋耍大牌-大怪路子
0:00 奥运故事会
0:55 2016 欧锦赛 1/8 决赛

(瑞士-波兰)
4:25 2019 世界一级方程式

锦标赛意大利站大奖

赛
央视一套

13:13 电视剧:一诺无悔(2-5)
16:47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电视剧 : 花繁叶茂(25、

26)
22:38 开讲啦
23:31 电视剧: 最美的青春(7、

8)
央视三套

11:40 喜上加喜
13:10 黄金 100秒
14:40 综艺喜乐汇
17:40 动物传奇特别节目
18:10 综艺喜乐汇
19:40 旋转吧，假期
21:00 艺览天下
22:00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央视五套
12:35 奥运经典-里约奥运会

女子 10 米气步枪、女
子 10 米气手枪、 跳水

女子双人 3米板
14:33 2019 斯诺克世界公开

赛决赛
16:28 健身动起来
16:34 2020一场比赛-2012欧

洲杯小组赛第 3轮 (葡
萄牙-荷兰)

18:00 体育新闻
18:35 足球之夜
19:30 奥运经典-里约奥运会

举重男子 56 公斤级决
赛、 跳水男子 10 米台
决赛

21:30 2020一场比赛-2012欧
洲杯半决赛(葡萄牙-西
班牙)

23:00 2018 世界女排锦标赛
3、4名决赛(荷兰队-中
国队)

0:15 2019 美网男单决赛(纳
达尔-梅德韦杰夫)
央视六套

11:44 故事片:西游记女儿国

13:47 译制片:静静的顿河(俄
罗斯)

18:20 故事片:艾草仙姑
20:15 故事片:解忧杂货店
22:28 译制片:曼德拉(南非)

央视十一套
12:11 影视剧场:海棠依旧(10、

11)

13:52 黄梅戏:天仙配

16:24 影视剧场: 正阳门下小
女人(25、26)

18:11 角儿来了:宋丹菊(下)

19:30 京剧:大漠苏武
22:02 影视剧场:破冰行动(30-

32)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