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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省卫健委 27 日发
布消息：3 月 26 日 0-24 时，江苏省
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
例 ，为 常 州 市 报 告 1 例（巴 西 输
入）。截至 26 日 24 时，累计报告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10例。

该病例为中国籍。3 月 18 日
自圣保罗出发，途经迪拜，19 日自
北京入境，20 日凌晨飞抵上海浦
东机场，后乘私家车回常州居住
地。返家后，即由社区工作人员实
施居家隔离观察。23 日自感不适，
由 120 救护车转运至医院隔离观
察。25 日影像学有改变，核酸检测
复核结果呈阳性，26 日被确认为确
诊病例。

3 月 26 日 0-24 时，江苏省无新
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 3 月
26 日 24 时，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631例，累计出院病例631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2763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12652 人，尚有
11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专家提醒：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
的阶段，要把加强涉外疫情防控作为
重中之重。3 月 23 日起，我省对所有
入境人员采取集中医学观察 14 天措
施。请境外来苏返苏人员自觉按照相
关规定，如实履行健康申报、行程史填
报等信息报告责任，并登录“苏康码”
等平台进行健康申报。

（仲崇山）

26日我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

张俊，苏州市立医院（本部）心
血管内科副主任，第五批江苏省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他所在的团队负
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光谷院区 E3-8 病区重症患
者救治工作，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先
后收治100余名危重症患者。

疫情发生后，张俊时刻关注着
湖北抗疫工作。作为一名心内科大
夫，曾于2015年赴榆林支医的他主
动报名上前线，并参加医院发热门
诊一线工作。

2 月 8 日晚，连续值班 36 个小
时的张俊在睡前接到院部电话：“前
线告急、需要驰援。”他主动报名，简
单收拾了行李，第二天就告别父母、
妻子及两个女儿，启程奔赴武汉。

到达后经过短暂休整，张俊主
动申请首批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隔离
病房收治病人。当晚连续工作近
10 小时，他与同事一起收治 15 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危重症患者。

每天分 4 班、每班 6 个小时，张
俊和团队一起，精心管理着50余名

危重患者。一名女性危重患者刚入院
时胸闷、气急症状明显，伴有咯血、胸
痛。“她还有数年高血压病史，并出现
心功能不全，下肢水肿。肺动脉栓塞
不能排除。”作为经验丰富的心内科医
生，张俊迅速安排血气分析、心电图检
查、心脏彩超及肺动脉CTA。

这些平时随时可以完成的检查项
目，在特殊时期十分不容易。经过多
方努力，他和同事们很快排除了肺栓
塞，纠正了低氧血症和心力衰竭，为控
制病情提供了极大的保障。“经过大家
不懈努力，病人肺部病灶明显吸收，最
终顺利出院。”张俊说。

团队成员来自多家医院，如何缩
短磨合期十分重要。同济医院第一时
间成立临时医务部。有着多年医政管
理经验的张俊，主动承担医疗队临时
医务部联络员工作。“除了参加病区一
线值班工作外，每天下午还要参加医
务部组织的例会。”张俊说，他会把医
疗队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一反
馈给同济医院，然后把最新消息和调
整措施传达给每一位成员。

新华报业赴武汉采访组记者
王世停 王 拓 王子杰

张俊：医疗队里的万能联络员

杨永峰，南京市第二医院副院
长、主任医师，第五批江苏援湖北医疗
队省队队员，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二舱副院长。近600张床位的方舱满
负荷平稳运行，打出了“江苏速度”。

疫情发生后，南京市第二医院
是南京市唯一的定点收治医院，杨
永峰牵头组织了感控流程制定和培
训，保证了医护人员零感染。他于
2 月 5 日主动递交了请战书，“疫情
当前，投身疫情防控一线是义不容
辞的职责。”

2月9日，杨永峰随第五批江苏
援湖北医疗队省队赴武汉支援。出
发前，他首先想到的是打电话请自
己医院两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帮忙，
拍摄一套防护服穿脱的示范视频，
以备培训使用。“第五批江苏援湖北
医疗队共有 300 名医护人员，来自
省内 10 个设区市的 85 家医院。这
么大的队伍，怎么做好个人防护、感
控、诊治等培训，保证队伍的战斗力
是首先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杨永峰
主动承担了培训任务，每天都培训
到晚上10点。

作为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二舱
副院长，杨永峰是冲在一线的医生，也
是一名管理者。“2 月 13 日白天，在准
备方舱医院运行所需各项物资、制度
和流程的同时，300 名医护队员分 10
批进行空舱模拟。”杨永峰说，对医护
出入隔离病区流程、突发应急预案等
进行演习，使全体队员快速进入临战
状态。至 2 月 15 日，近 600 张床位的
方舱满负荷平稳运行。

迄今，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二
舱共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570 人，
其中转院 134 人，治愈出院 436 人，实
现患者零回头、零病亡和医务人员零
感染的目标。

“方舱医院蕴含着中国智慧，‘江
苏队’接管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二舱，更是方舱医院中一颗耀眼的明
星。”杨永峰说，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们
2 月 24 日考察“江苏方舱”，看到方舱
医院内秩序井然、治疗有效，称赞这是
个奇迹，认为建设方舱医院来应对突
发传染病，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值
得向其他国家推广。

新华报业赴武汉采访组记者
王世停 王 拓 王子杰

杨永峰：方舱奇迹打动世卫专家

脱离呼吸机之后的晏小宝挥舞
着小胳膊，露出笑容⋯⋯回想一个
月前武汉至南京那场跨省爱心接
力，晏小宝的父亲晏先生感慨万
千。昨日他告诉记者，要对所有帮
助过宝宝的人说声“谢谢你们”。

晏先生是武汉人,1 月 22 日，
妻子生下一个胖小子，但很快发现
孩子呼吸不畅，进食困难。经当地
医生诊断，孩子患有皮罗综合征、先
天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手术是最
好的解决办法。

南京市儿童医院是国内极少数
具有此类手术资质的医院，约 90%
的儿童皮罗综合征患者都在这里得
到救治。但当时武汉已全面封城，
各地也严控人员进出，跨越上千公
里来到南京，困难重重。让晏先生
欣慰的是，即使是在疫情防控那样
紧张的时候，无数的人依然在为这

个新生命的健康而奔波。南京、武汉
两地卫生管理部门和疫情防控指挥部
密切联系，商定了孩子的转运转诊。

2 月 24 日，乘坐武汉当地救护
车，在两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下，晏
先生和宝宝踏上来宁的路，6 小时后
顺利抵达南京。南京市儿童医院由烧
伤整形外科主任沈卫民团队和麻醉科
主任费建合作，为患儿开展双下颌延
长器植入术。历时一个多小时，手术
顺利完成。3 月 13 日，晏小宝脱离呼
吸机，改为鼻管吸氧，病情稳定。3 月
18日，转入普通病房进一步治疗。

如今，晏小宝切口和呼吸道恢复
状态都很好，再住几天就可以顺利
出院，回到武汉。“我们是从中心疫区
过来的普通家庭，能在南京得到这么
好的照顾和帮助，实在没想到，唯有
感谢！”

本报记者 董 翔 王 甜

“封城”中，
那一场跨省爱心大接力

27 日 ，南 京 市 建 邺
区沙洲街道人大代表在
建邺实验小学现场了解
防控和复学准备工作落
实情况。驻区企业中铁
十四局职工自带工具，为
教室、食堂等公共区域进
行志愿消杀。政企携手，
共同保障顺利复课。

本报记者 邵 丹摄

3 月 26 日，2 万只口罩、500 套
防护服承载着无锡人民的祝福，运
抵日本相模原市。日本放送协会

（NHK）在网站首页进行了报道，包
装箱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8 个
字格外醒目。

在我省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国际友城和人民第一时间伸出援助
之手。随着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蔓
延，江苏人民也没有忘记来自友城
的真挚问候和无私援助。在抗疫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江苏与他们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3 月 27
日，全省通过政府、红十字会、企业
和商会等多种渠道，向意大利、韩
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塞
尔维亚、伊朗和荷兰等国54个国际
友城、友好交流城市、多所大学、医
疗机构和友好团体捐赠了各类防疫
物资，其中包括各类口罩约 182 万
只，防护服约 4000 套、医用外科手
套 5200 双、核酸检测试剂盒 6000
人份。

股股暖流，友城驰援传递
互信与友情

江苏是开放大省，对外交往活
跃，截至目前，我省与世界 63 个国
家和地区缔结 338 对友城、428 对
友好交流城市。

3 月 18 日上午，我省向意大利
友城威尼托大区、托斯卡纳大区捐
赠10万只医用口罩，搭载东航增开
航班MU7041从上海直飞米兰。

此前一天，我省向日本爱知县、
福冈县、大阪府，韩国全罗北道、首
尔市、大邱市、全罗南道、忠清南道
捐赠的 40 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
罩从南京正式启运。每一个捐赠箱
上都写着“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八

个大字，传递出江苏与全球人民携手
抗击疫情的决心。物资运抵全罗南道
后，现场大屏幕上还打出“危难之友”
四个字，以表示对江苏的诚挚谢意。

3 月 24 日，苏州市相城区捐赠给
意大利雷卡纳蒂市的 58000 只防疫
口罩抵达雷卡纳蒂市政府。市长安东
尼奥·布拉维向相城人民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城克服物流方面的困难，送
来了最诚挚的问候，为我们抗击疫情
增添了力量，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韩国
国民尤其是金海和蔚山市民一定能从
此善举中再次感受到中国人民、无锡
人民的真情厚意。”3 月 16 日，韩国驻
上海总领事崔泳杉给无锡市发来一封
情真意切的感谢信。

“江苏抗击疫情已经取得阶段性
成果，现在我们的近邻正面临困难。
作为友好城市，我们也要给予力所能
及的帮助，希望友城早日平安，早日
消除疫情。”省涉外防控协调组副组
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一级巡视员黄
锡强说。

人缘相亲，民间力量汇成一
支主力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在此次全球
守望相助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一支
支社会力量让民心更相通，真情更相
融。10 万平方公里的江苏大地上，
企业、医院、学校、民间协会、甚至家
庭个人，江苏人的点滴之爱，汇成江
河，涌入友城及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
家和地区。

3 月 26 日，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巴基斯坦留学生李卡来说是一个难
忘的日子，南京硬腿子、鑫峰传媒、贺
福传媒 3 家南京企业给他送去 2000
只一次性医用口罩、30 套防护服及其
他防疫物资。近日，李卡听闻万里之

外的家乡医护人员急缺医疗物资，李
卡通过多个渠道向第二故乡求援，南
京市外办和民间企业接连伸出援手。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中国的企业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仅为国内疫情控
制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为省内经济加
快复苏注入活力，还在世界舞台上书写
人间大爱，凸显社会责任担当。

3月4日，盐城悦达集团携手东风
悦达起亚等企业，紧急筹备了 5 万只
医用口罩，用最快的速度支援韩国大
邱抗疫一线。3月6日，常州中车戚墅
堰所在接到合资公司防疫物资紧缺的
消息后，紧急协调 15000 只防护口
罩，发往日本。3 月 7 日，南通精华制
药集团向伊朗紧急捐赠 30 万片的磷
酸氯喹和 2.4 万支王氏保赤丸抗疫药
品，总价值 83.4 万元。3 月 21 日，泰
州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意大
利、荷兰两国的泰州友好城市、友好交
流城市捐赠了 6000 人份的核酸检测
试剂盒，用于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3 月 24 日，无锡江阴高新区企
业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捐赠的9000只口罩和1000副医用
手套正式发往波兰克拉科夫大学医
院。3 月 26 日，一辆满载着 5 万只
N95 口罩的货车，从苏州相城区苏州
世康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出发，开往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位于上海浦东保税区
的物流仓库⋯⋯

这样万里驰援的故事，在全省各
地每天都在上演。

授人以渔，“江苏经验”助力
全球抗疫

捐赠物资可以缓解短期的困难，
但“授人以渔”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各国
抗疫的能力和水平，形成强大的合力。

17 日，一场跨国远程医疗活动在
江苏省中医院展开，江苏专家与德国

中医药学会专家连线，共享中医药防
治经验。18 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的专家也以视频连线形式，与巴基
斯坦、伊拉克、西班牙、英国、希腊、黎
巴嫩、美国七国的医疗专家分享了抗
击新冠肺炎的经验。中大医院院长滕
皋军表示，接下来还将进行更多的海
外连线，让中国经验助力全球抗疫。

23 日，盐城与国际友城罗马尼亚
德瓦市连线，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呼
吸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内科
等科室以及市疾控中心的 8 位专家与
德瓦市当地专家通过远程视频，分享
了盐城在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过程中
积累的经验。胡内多阿拉省应急医院
医生布内亚·安格尔·卢西恩表示，盐
城专家分享的经验将为德瓦市疫情防
控工作提供借鉴。

在复工复产疫情防控上，在苏外
企经验也得到海外母公司的认可。冈
热机械（常州）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变
速箱和动力传输装置的开发、生产和
销售的企业。自复工以来，该公司结
合自身情况制定了防疫细则，得到了
母公司日本冈热工业株式会社的高度
认可，决定整套引进学习。公司总务
部部长黄明介绍，母公司将采用常州
公司的防控组织架构，积极筹备防护
用品，并对员工进行诊断隔离、疫情宣
传教育等。

普通江苏人在生活中的抗疫经
验，也在不停影响着海外各国。 旅居
南京的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短片

《南京抗疫现场》继收获中日两国网友
的关注和热议后，目前已被翻译成 11
种语言转发到海外。竹内亮也马不停
蹄地募集网友拍摄的自己的疫情生活
记录，制作成短片《我们的“疫”天》，用
抗疫的“南京经验”和“中国智慧”启发
更多的海外人士。

本报记者 卫鑫 朱娜 刘浏 孙庆

连日来我省各地纷纷向有关各国捐赠防疫物资、分享抗疫经验

守望相助，让世界感受“江苏温度”

27 日上午 9 时许，46 岁的黄石
患者叶女士从黄石市中医医院（市
传染病医院）团城山院区出院，这是
黄石最后一例新冠肺炎确诊出院病
例。该患者的出院，标志着黄石确
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全部清零。

接过医务人员送上的鲜花，出
院前叶女士不停说感谢。她感慨，
从接诊到出院时隔44天，其间苏黄
两地医务人员始终非常勇敢、非常
负责、非常仔细，病中不停调整治疗
方案，中西医结合多方治疗，还不停
为她加油鼓劲，“他们真的都是医者
仁心，非常有奉献精神。”

来送行的江苏援黄石医疗队医
疗救治及专家组组长、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黄英姿介绍，这
名病人虽然只是轻症患者，但比较
特殊的是，她的各种症状早已消失，
病人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等检
查都在两三周前已显示完全正常，

但核酸始终不转阴，总病程持续较长，
这种情况值得进一步进行研究。

随着这名患者出院，江苏援黄医
疗队也即将返程。

送走叶女士后，坐在轮椅上的陈
荣明老先生被几位医护人员推出来。
陈老要向精心救治他的江苏医务人员
送上虽然含混不清、却情真意切的感
谢和道别。

此前一天下午，陈老特地托人到
江苏援黄医疗队住地，送上一面写有

“千里迢迢苏鄂路，万端殷殷援黄情”
字样的锦旗。代表医疗队接受锦旗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医师李卿对老人印象很深，因为
这是医疗队进入黄石市中医院 ICU
后就接手的病人，他们完整经历了把
老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过程。

接手之初，陈老虽然用上了无创
呼吸机，但间断还可以取下，甚至自己
吃点饭。但是随着病情发展，老先生
病情越来越重，医疗团队选择了插
管。3月1日，所有危重症患者被转移
到中心医院 ICU 时，老先生是当天转
院病人中最重的一位。整个病程中，
陈老症状缓解比较缓慢，一度出现感
染性休克，但医疗团队从未放弃。

3 月 12 日左右，病人逐渐脱离呼
吸机。其间，随中央指导组来黄石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
进病房查房，拉着陈老的手说：“这个
病人肯定能好起来。”果然，病人逐渐
能够完全脱离呼吸机了。李卿高兴地
说：“这两天病人恢复得非常快，间断
自己可以下床，甚至是站一站、走一
走，到轮椅上坐一坐。”

3 月 24 日，病人从 ICU 转出，进
入康复期。

让久病的老人脱离呼吸机和下床
也十分困难，陈老对正常呼吸和运动很
是焦虑和恐惧。3月20日接手病人的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主管护师范萍记得，陈老脱离呼吸机就
花了两三天，“我们陪着他一起做呼吸
训练，慢慢地才把呼吸机给脱下来”。

老人此时就像个小孩，需要不断鼓
励。“后期护理中我主要是对他心理进
行了干预，对他进行吞咽和肌力锻炼。”
范萍笑言，她通过鼓励老爷爷跟女儿视
频，让女儿“看看爸爸有多棒”的方式，
把陈老给“骗下了床”。“我和李晓青护
士长共同协作，把这个病人给一起扶到
了轮椅上，然后给他把脸洗一洗，把他
脚洗一洗，他感觉特别舒服。”

3 月 26 日凌晨 5 点这一班，是范
萍在黄石值的最后一个班，“我跟他说
我28号要走了，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说

‘我舍不得’，当时我真的挺感动的。”
而在被推回病房前，陈老双手艰难地

“比心”，向江苏医务人员送上最后的
感谢。

返程在即，同在现场送行的江苏
省支援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
挥、南医大副校长、南医大附属逸夫医
院院长鲁翔十分感慨。江苏医疗队 2
月11日到达黄石时，如今“清零”的黄
石市中医院是全市在院新冠肺炎病人
最多的，300 多个病人把医院 1-4 号
楼所有病区全部住满。经过苏黄医务
人员 40 多天不懈努力，黄石 1015 个
确诊病例，除 39 例死亡外，其余全部
康复出院，“换句话说就是确诊病人今
天实现了清零。随着清零，我们这一
阶段任务应该是圆满完成了。”

鲁翔同时强调，我们面临的抗疫
形势显示，并不是确诊病人全部出院
工作就结束了，当前外防输入，特别是
黄石已出现的境外输入的密切接触
者，提醒仍然不可放松警惕。

新华报业赴黄石采访组记者
陈月飞 胡安静 蔡蕴琦 万程鹏

黄石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昨“清零”
患者依依不舍向江苏白衣天使道别

战疫最前线
湖 北 直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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