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保患者第一时间得到精准救治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繁忙与平静交替的石家庄市第
五医院，交织着危险与期待。

1月5日23时，病房外一片安静，
听得见钟表的滴答声、值班医护的脚
步声、监护仪器的运作声。突然间，一
阵急促的警报声响彻这个病区。

正在值班的当班医生迅速通知
科室主任，随即火速冲进病房。出现
险情的是一名 75 岁男性患者，此前
病情稳定，当晚突然呛咳，心率 130
次/分，血氧饱和度在快速下降！

专家组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
织重症医学科、感控专家进行多学
科会诊。此时的他们已连续工作多
个通宵，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患者的体温是多少？”
“血常规的检查怎么样？”
“肺部的阴影怎么样？”

……
“情况不容乐观。”石家庄市第

五医院专家会诊组成员、结核二科
副主任戎燕筱当机立断：“必须尽快
将他转至ICU。”

一时间，ICU 内指令声、小跑
声、机器声四起。

“加强呼吸机送氧”“提高氧浓度”
“进行俯卧式通气”……医生们迅速调
整呼吸机参数，并立刻使用药物对症
处理。一番繁忙后，病人各项指标趋于
稳定。此时，时针已指向凌晨4时。

“一个老奶奶来的时候，她的血
糖已经达到了 20 毫摩尔每升，属于

较为严重的糖尿病；一位老爷子此前
就有严重尿毒症，每天都需要做腹膜
透析……”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专家会
诊组成员、内二科主任赵磊说，患者
的情况可能瞬息万变，他们需要医生
和护士随时监测和帮助，而这种监护
不能完全依赖机器的报警。

从 1 月 2 日晚上接收本地第一
个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以来，不到一
周的时间，这里就收治了上百名患
者。最忙的时候，病房一天增加了92
名患者。

几天来，清早 6 时起床、次日凌
晨1时左右睡觉，成了赵磊的常态。

非常时期，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300余名医护人员走上一线，紧急开
设了 1个发热门诊、11 个发热病区。
在国家诊疗方案基础上，梳理医疗
护理流程，建立起一套精准可行的
医疗救治机制，以“一人一方案”和

“一人一团队”，确保患者第一时间
得到精准救治。

抗疫还在进行，战斗还在继续。
根据我省分类管理原则，目前石家
庄市第五医院收治境外输入病例和
康复期患者。

“寒冷的日子终会过去，我们一
定能打赢这场歼灭战！”赵磊说。

隔离病区医疗救治工作已全面展开
河北省胸科医院

河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交通检疫组
印发《关于医务人员通勤交通应急保障工作方案》

外省来冀援助医务人员
一律安排专车提供专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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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日前，
河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交通
检疫组印发《关于医务人员通勤交
通应急保障工作方案》，全力保障当
前石家庄市和南宫市医务人员应急
出行及通勤。

方案规定，凡参与抗疫工作的
社区以上医疗机构的医疗防疫人
员、药剂人员、检测人员、护理人员、
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外省来冀援
助医务人员以及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的志愿者，都可按照本地医务人员
自驾通勤为主、定制公交保障为辅、
出租汽车应急补充的原则，提出应
急出行和通勤保障需求。

有自驾条件的本地医务人员，
由医疗机构负责统计医务人员信
息，确定人员数量，报当地卫健部
门。卫健部门统一汇总后报当地公
安部门。公安部门按医疗机构需求
数量统一制发车辆通行证件。医疗
机构将通行证件分发医务人员，同
时做好通行证件的使用人、车牌、运
行区间、使用日期等登记及追溯工
作，严格一人一车一证制度。

不具备自驾条件的医务人员，向

医疗机构申请定制公交服务。医疗机
构严格把关，统计人员数量、起讫地
点，报当地卫健部门。卫健部门汇总
后，规划提出定制公交线路及运力需
求建议，报送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公交企
业提供定制公交保障通勤。

出租汽车应急保障仅限用于病
愈患者出院、紧急医务活动，不用于
运输病患、医务人员日常工作运输
保障。有应急需求的人员向所属医
疗机构提出申请，医疗机构向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发出应急预约，由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安排出租车队或网
约车平台提供应急保障服务。

外省来冀援助医务人员交通
保障，一律安排专车提供专门服
务。据悉，为科学精准做好交通运
输疫情防控，特别是抗疫物资人员
和生产生活必需品保运保供工作，
近日，交通检疫组制定出台进一步
强化石家庄市和邢台市交通运输
疫情防控工作系列方案，重点就抓
好交通管控、畅通运输通道及强化
运输保障 3 个方面进行详细部署，
全力服务全省疫情防控工作大局。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永晨）
1 月12日，副省长时清霜到清河县、
威县检查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他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要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发扬不怕疲
劳持续作战精神，集中力量防控疫
情传播扩散。

时清霜先后检查了发热门诊、
隔离点、核酸检测点，详细查看各项
措施落实情况，并到邢台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看望慰问工作
人员。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发热门
诊的建设、改造和设置，配齐专业人
员、基本仪器设备、基本治疗药品、
抢救药品、防护用品，加强医护人员

的培训，确保能够熟练掌握运用各
类医疗设备。要统筹全市宾馆、酒店
和其他符合条件的隔离场所，科学
配置各类资源，确保现有密接、次密
接人员应隔尽隔，同时留足余量，满
足新增隔离需要。隔离点内部，要坚
决落实“三区两通道”要求，合理设
置功能分区，做到标识明确、管理规
范。要进一步充实核酸检测人员力
量和设备设施，充分运用信息化、现
代化技术手段开展检测，减少不必
要的接触环节，严防可能发生的交
叉感染。要更好发挥专家智囊作用，
及时分析研判疫情形势，加强走势
态势研判，提出精准治疗方案，为科
学决策、有效应对提供重要支撑。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记者
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1 月 11 日 0-
24时，河北省新增 40例本地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其中石家庄
市报告 39 例（2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廊坊市报告 1 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1 月 11 日 0-24 时，河北省新增
26 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均为石家
庄市报告。

截至 1 月 11 日 24 时，河北省现
有本地确诊病例 305 例（危重型 1
例、重型 9 例、普通型 294 例、轻型 1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 例（普通
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67 例（含
境外输入 34 例），累计死亡病例 6
例，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644 例、
境外输入病例36例。尚在医学观察
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27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5例。

时清霜在邢台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要求

发扬不怕疲劳持续作战精神
集中力量防控疫情传播扩散

我省新增40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根据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工作要
求，自1月12日起，将廊坊固安县英
国宫 5期，石家庄新乐市全域、正定
县空港花园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目前，石家庄藁城区全域仍为高
风险地区，裕华区晶彩苑小区、众美
廊桥四季A区、东方明珠小区、天海
誉天下小区，正定县孔村，高新区赵
村新区小区、主语城小区，无极县东

北远村、西郝庄村，桥西区白金公寓、
华润万象城、平安小区，鹿泉区观峰
嘉邸小区，新华区都市阳光小区、丽
都河畔小区，行唐县滨河小区，邢台
南宫市鸿兴小区、文景名苑小区、在
水一方、凤岗街道办事处十里铺居委
会、大高村镇石家庄村、天地名城小
区、天一和院小区、凤岗街道办事处，
青年街清旺胡同、凤岗街道东胡居委
会北小街仍为中风险地区。全省其他
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河北省调整相关区域疫情风险等级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璐丹 通
讯员李瑞林、肖佩锦）1 月 12 日，省
委省直工委发出通知，要求省直机
关各级党组织做好一线疫情防控人
员关心关爱工作，进一步凝聚广大
党员干部职工的抗疫力量，结合实
际开展慰问。省委省直工委、省直
工会将向各单位下拨慰问专项资
金，主要用于为党员干部职工购买
防疫物资、开展关心关爱帮扶、发放
慰问金或慰问品等。

通知要求，做好重点人员的关
心关爱。对奋战在医疗卫生、交通
运输、安保维稳、市场流通、物资供
应等疫情防控一线人员以及封闭管

理、坚守工作岗位的人员和驻村扶
贫人员，及时准确了解他们的工作、
生活、家庭、身体和困难情况，以便
有针对性地做好关心关爱。

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思想
政治工作。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各种
方式，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做好思
想工作，缓解压力鼓舞士气；各机关
党委、工会要全面摸排在一线参加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帮
助解决生活困难，解除一线人员的
后顾之忧；对驻村驻点和隔离人员，
要与他们保持经常联系，向他们提
供准确详细的信息，传递正能量，为
他们送去温暖。

全力做好一线疫情防控人员关心关爱工作

省委省直工委省直工会
将下拨慰问专项资金

目前所有阳性患者分布均呈局部高度聚集性

我省继续严控重点地区人员流动
权威发布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1 月
12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河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自 1 月 2 日以来，
我省累计发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 例 326 例 ，本 土 无 症 状 感 染 者
234 例。

对石家庄邢台廊坊
全域实行封闭管理

针对疫情发展新的态势，我省突
出抗疫重点，坚决防止疫情扩散。副
省长、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兼办公室主任徐建培介绍，廊坊市
和固安县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措施，我
省也紧急调配流调队伍，迅速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对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
者进行全面排查，全部进行集中隔离
和核酸检测，确保不漏一人。将廊坊
市确诊病例居住的英国宫 5 期小区
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实施严格管控。
固安县开展全员全域全覆盖核酸检
测，并对所有居民采取居家 7 天防控
措施。廊坊市也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同时，对廊坊市与市外相通的大小路
口、检查站、管控站点等开展 24 小时
严密查控，人员车辆非必要一律不得
流出。

为尽快排查出阳性病例，阻断
疫情扩散，我省重点地区第二轮全
员核酸检测已经启动。我省也继续
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石家庄市藁
城区进一步加强对病例集中的重点
村庄及周边村庄，区分类型采取管
控措施。对发现病例最多的 3 个村
和 有 病 例 的 12 个 村 ，实 行 集 中 隔
离，应隔尽隔。对临近的 5 个尚未发
现病例的村，实行封闭管理，居家防
控。邢台市全市涉及南宫病例的密
接和次密接者，已经采取集中隔离
措施。

徐建培介绍，我省对石家庄市、邢
台市、廊坊市全域实行封闭管理，人
员、车辆非必要不外出。对3市中高风
险地区内的村庄和居民小区将采取更
为严格的封控措施。继续严控人员流
动，在公路、铁路、城市客运、民航、水
路等方面，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封
住大交通，管控小交通，坚决防止重点
地区人员流动导致疫情向外传播
扩散。

集中优势资源，全力
开展患者救治

在对患者救治过程中，我省集中
最优质的医疗资源、最精干的救治力
量，聚焦危重症、紧盯重症、重视轻症，
一人一策一团队一方案，全力以赴开展
救治。目前，在院患者病情总体稳定。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梁占凯介绍，对于重症患者，国
家级专家会同省、市专家组住在定点
医院，24 小时在一线值守，同时由北
京协和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和武汉同
济医院等医院专家，每天逐一进行视
频会诊。对于普通型和轻型患者，及
时调整治疗方案，突出中西医结合对
症治疗，最大限度让患者在轻症阶段
得到治愈。对于无症状感染者，及时
进行抗病毒药物和中药饮片的预防
性用药。对于患病儿童，安排固定护
士一对一包床到人，关注病情变化，
照顾日常生活，提供特殊的饮食、图
书、玩具和生活用品。对于老年患者
特别是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坚持
多病同治，安排相关专业专家给予个
性化、规范系统的治疗。在此基础上，
我省还特别注重多学科的诊疗协作，
呼吸、重症、急救、儿科等多个专业专
家每天联合会诊。每个病区还配备了
心理医师，为患者提供心理疏导、干
预和人文关怀。

梁占凯介绍，我省配足配强集中
隔离场所的医护人员力量，加大体温和
症状的监测，开展医学巡查，及时掌握
隔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异常，
能够及早干预、规范治疗，及时转院。

加强基层尤其农村
疫情防控是当前工作重点

本次疫情发展速度较快，短时间
内出现了大量病例。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任、流行病学专家李琦介绍，
到目前，所有阳性患者分布均呈局部
高度聚集性。

截至1月11日24时，石家庄市疫
情分布在12个县区，其中76.39%病例
发生在藁城区，而藁城区95.62%病例
发生在增村镇，裕华区、长安区、桥西
区等呈散发态势。邢台南宫市呈现的
也是局部小规模聚集疫情，第一轮全
员核酸检测出来的阳性患者已全部
及时隔离，并跟进流调工作。通过第

二轮核酸检测，阳性患者将基本浮出
水面。

李琦说，本次疫情主要分布在农
村地区，以农民为主，截至目前，农民
占所有病例的70.07%。发病人群以中
老年为主，以普通型和无症状为主。
因此，加强基层尤其是农村疫情防控
是我省的工作重点。

目前，我省集中隔离人员较多。针
对隔离人员的生活问题和心理状况，
我省在设置隔离点时，注重饮食、水、
电、暖、卫生等生活保障设施的配置，
以给大家提供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
并对他们的一日三餐作了具体安排。
为及时疏导隔离人员的情绪，我省还
设立了河北省心理援助疫情专线
96312，由心理咨询师和具备心理治疗
师资质的工作人员 24 小时不间断提
供服务。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
卫生中心，石家庄市、邢台市精神卫生
中心也都设立了心理援助热线。

国家和兄弟省份全力
支援河北

疫情发生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连夜派出工作组现场进行
指导，根据我省需要，统筹全国各方
面力量给予支援。兄弟省市也密切关
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梁占凯介绍，在核酸检测方面，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救治组协调了
12 支 252 人的国家检测队伍，支援石
家庄、邢台和廊坊的检测工作，其中
江苏 106人，浙江 103人，中国疾控中
心 23 人，北京天坛医院 20 人；北京
市、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分别支援廊坊
市核酸检测每天检测16万份、6万份；
华大集团紧急调集513人和核心设备
173 台支援石家庄，利用 21 个小时迅
速建成“火眼”实验室（气膜版），核酸
检测日单检能力达10万份。通过国家
和兄弟省市检测机构的支援和支持，
当前我省的核酸检测日单检能力达
到了110万份。

在流行病学调查方面，中国疾控
中心派出了 49 名国家专家分别到石
家庄、邢台、廊坊现场给予指导。在中
国疾控中心本部，国家相关专家每天
视频连线，研判形势和具体的流调、
溯源。同时，江苏、江西、广东、湖南和
浙江5个省各派出了20名共100人的
流调专家队伍，支援我省开展流调溯
源和隔离观察工作。

在医疗救治方面，国家卫生健康

委及时派来了 29 名全国权威的多学
科专家团队，进驻省胸科医院，在一
线现场开展救治。天津市支援了20辆
负压救护车和80名院前急救人员，湖
北武汉市支援了 1 台方舱 CT 和 5 辆
负压救护车。

对进京出省车辆和
人员实施“四必措施”

疫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明确
提出“内防扩散、外防输出”要求，全
省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迅速启动高等
级勤务，实施最严格应急管控措施，
坚决防止疫情在省内扩散、向省外输
出，坚决拱卫首都安全。

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
长安忠起介绍，在外防输出方面，我
省在北京周边，省内有进京班次的火
车站、汽车站，进京主要高速公路入
口、国省道，以及河北省界，全部设立
疫情管控站点，对石家庄、邢台常住
人员、暂住人员、近期有旅居史人员
一律劝返；对省内其他地区人员、车
辆，严格执行“非必要不进京、非必要
不出省”；对进京、出省车辆和人员，
实施最严格的“四必措施”，即逢车必
检查，逢人必测温、必核身份、必验健
康码；与北京周边和其他6个省、市公
安机关密切协作，加强联防联控，全
力防范疫情向省外输出。

在内防扩散方面，我省在环石家
庄、邢台及藁城、南宫进出路口，全部
设立疫情管控站点，对车辆、人员实行
双向劝返；其他乡村道路实行物理隔
离，24小时巡查守护，确保车辆、人员
不出村、不出县、不出市。在石家庄、邢
台启动公安交警路面巡查机制，及时
发现处置违规出行车辆、人员。

安忠起还介绍，严格管控的同
时，省公安厅加强对应急物资车辆和
服务民生车辆的通行保障，实行通行
证制度。前往石家庄、邢台的运输医
疗防护物资、生活物资、重点生产物
资等车辆，使用全国统一的《进出河
北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证》。对保障疫情防控、城市运行、生
产生活、防疫物资运输等车辆，以及
封闭管理的小区、村庄内，有群众急
病就医等必须紧急特殊事宜，需在石
家庄、邢台市域内道路出行的车辆，
由石家庄、邢台分别发放通行证。目
前，各地公安机关都公布了24小时应
急服务电话，随时解决应急和民生车
辆通行中的问题。

（上接第一版）充分体现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深厚情谊，充分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河北正在全力

推进重点地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要
坚持质量与效率并重，在有序组织、
科学采样、及时送检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最新科技成果，加快核酸检测速

度，全面提升精准性，确保当日采样、
当日送检、当日出具检测结果和确保
质量，为科学研判疫情发展趋势，及
时对确诊患者进行救治、对密切接触

者和次密切接触者进行定点隔离提
供有力支撑。

省领导高志立、夏延军参加调研
检查。

河北日报讯（记者薛惠娟、霍相
博）河北省胸科医院是我省新冠肺
炎省级收治定点医院。1月10日，记
者来到医院采访，看到医院已全面
停止接诊普通门诊。1月 5日，医院
腾空所有病床，1月 7日起全力收治
石 家 庄 市 本 土 病 例 和 无 症 状 感
染者。

在国家专家组的指导下，省胸
科医院建立了定点医院“专家会诊
制 ”“ 晨 交 班 制 度 ”“ 信 息 报 送 制
度”。按照“分区包片、明确职责、

落实分工、责任到人”的原则，对患
者实行分级分型分类管理，深入落
实医疗救治和院感防控工作。5 名
重症医学专家和 3 名院感防控专家
深入病房查房会诊，并提出医疗救
治和院感防控具体指导意见。中
医专家编入医疗救治组，深入病房
查看患者，在“三药三方”基础上辨
证施治。

目前，省胸科医院已经有476名
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病区，轮流值班，
投入一线医疗救治工作。同时，省

人民医院、省儿童医院、省中医院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二、三、四医院
等多家医院派出精兵强将，支援定
点医院救治工作。10日15时30分，
河北医大二院的 51 名医护人员乘
坐大巴抵达省胸科医院，成为最新
一批支援力量。截至目前，省内共
有 263 名 医 护 人 员 支 援 省 胸 科
医院。

隔离病区，是与病毒抗争最近
的战场。省胸科医院设置了 19 个
隔离病区，该院肿瘤一科医生侯志

华被分到了第五病区。“这两天接收
患者比较多，昨天从下午 2 点一直
到晚上 11 点多才下班，回到住地已
经 12 点了。”她介绍，“现在第五病
区共接收轻型患者 24 名，目前病情
平稳。有的患者入院后比较焦虑，
我们医护人员在救治的同时，还要
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

为了保障医护人员上下班，在
石家庄市政府的统筹协调下，冀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派出 8辆车、8名
司机，24 小时做好服务。16 时，司
机侯金元把医护人员送到医院，等
着接下一班医护人员下班。他说：

“十几分钟的车程，不少人在车上
就睡着了，真的太辛苦了。我们的
坚守，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救治
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