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婕妤

“快！护理院一位 94 岁的老太太氧
合指数过低，意识不清。”深夜接到电话
后，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鲍磊
迅速奔赴小行护理院，紧急治疗并指导
呼吸机使用。 患者很快转危为安，次日
恢复意识、正常进食。

像这样上下联动救治患者，已成为
南京医疗救治的常态。

绿色通道畅通重症患者转诊
“乙类乙管”之后，疫情防控进入新

阶段。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为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向医
疗救治的平稳过渡，市卫健委成立医疗
救治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并组建医疗
救治专家组，通过巡诊会诊、诊疗方案
培训、区域协同联动等方式，全力做好
基层医疗救治服务与保障工作。

随着新冠感染疫情防控政策的优
化调整，医疗救治成为疫情防控的重中
之重， 而基层重症风险患者的及时救
治，得益于我市医联（共）体的紧密建
设。在医联体框架内建立基层转诊绿色
通道，包括六合区在内，我市各区畅通
重症患者转诊通道，为辖区内的群众提
供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

分片包干， 强化危重症患者救治，
不仅仅局限于社区。 近日，我市迅速建
立片区分工管理指导机制，根据医疗资
源分布、地理位置距离等因素，将全市
划分为 4 个片区。 各片区内，设立片区
长和联络员，严格落实“日调度、日报
告”制度，实时、动态更新重症患者病
情。“建立健全市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
院与区级医院帮扶机制，畅通市、区两
级转诊合作，全市 132 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乡镇卫生院）全部纳入医联、共体
转诊网络， 对接全市 38 家二三级医
院。 ”市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针对农村薄弱环节，我市近日还下
发“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
工作”相关实施方案，畅通区—街镇—

村（居）转诊通道，保障重症风险患者得
到及时运转、及时收治，补齐农村疫情
防控短板。

优质资源下沉为基层“输血”
“刚刚结束了一场线上培训， 没想

到基层医护人员有 1200 多人参与进
来，后续还有很多人没能挤入培训室。”
肩负着急诊一线的医疗救治任务，工作
已接近饱和状态，但前天市第一医院急
诊科主任秦海东仍旧利用休息时间，为
千余名基层医护人员进行了一堂新冠
救治护理的培训讲座，“虽然针对新冠
感染已有不少诊疗指南，但是在操作中
仍旧有不少细化环节。今天我主要是重
点对症状评估、 转诊指征以及氧疗、俯
卧位通气等医学手段，如何结合实际操
作运用，进行讲解。 ”

专家的技术指导并非停留于线上，
包括秦海东在内， 市卫健委抽调 19 家
医疗卫生机构的 83 名专家， 按照专业
分为呼吸、重症医学、急诊、院感、医学影
像、儿科、妇产、中医、感染、检验 10 个
组， 负责全市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工
作的技术支持与指导。 同时，12 个区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应组建 96 人专家团
队，强化“市—区”联动，以专家例会、巡
诊会诊等形式，统筹开展全市救治工作。

“目前，我父亲的状态和肺炎症状已
经有明显好转了。 ”回忆十天前的惊险，
家属仍旧为年过八旬的邢大爷后怕。 元
旦上午八点，邢大爷因感染新冠，出现剧
烈咳嗽咳痰，痰多痰黏且难以咳出，同时
伴随胸闷乏力等病症。 送入高淳区淳溪
中心卫生院后， 综合病区许国民主任医
师第一时间进行检查， 并依托医共体上
级专家团队资源， 经过区人民医院大内
科主任卢建新的会诊和指导进行对症治
疗。 目前，邢大爷仍旧在卫生院进行康复
治疗。 有了技术支撑，基层收治新冠感染
者有了信心，仅高淳区收治数就从 56名
快速上升至近 200名。

截至目前，全市区级专家组累计巡
诊 39 次，会诊 205 次，提请市会诊 46

次。 市级专家组累计巡诊 87 次， 会诊
179 次，提请省会诊 21 次。

同质化救治管理顺畅双向转诊
“请问你们那里还有病床吗？ 我们

有康复期患者需要转到你们医院进行
康复治疗。 ”市第一医院的医务人员通
过电话，联系基层医疗机构，帮助有需
要的患者向下转诊。“一些患者通过我
们的医疗救治之后， 急性症状得到缓
解。如果他们有需求在医疗机构进行康
复治疗， 我们就会征求他们的意愿，选
择一些离患者家比较近的基层医疗机
构，进行向基层转诊。 ”秦海东告诉记
者， 主动沟通联系基层医疗机构之后，
医院还会定期进行回访，并前往基层医
疗机构进行定期指导，确保同质化医疗
管理。据悉，近 1 个月以来，市第一医院
共下转康复期患者超 30 人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双向转诊工作
在各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有序开展，也得
益于基层逐步完善的优质医疗资源支
撑。为满足市民新冠感染后在家门口氧
疗、 中医康养服务需求， 目前我市有
130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新冠中

医康养服务、20 余家开设家门口的氧
疗站，为市民做好医疗保障。

农村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相对薄弱，
加之春节期间大量人员返乡加大疫情
传播风险，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医疗救治
挑战，高淳区启动“春意”（淳医）行动，
统筹调配医疗资源，全力保障患者医疗
救治。 扎牢发热门诊体系，全区 121 家
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部开设
发热哨点诊室、8 家中心卫生院全部开
设发热诊室， 与全区 6 个发热门诊，共
同组成三级发热门诊体系。为方便百姓
需求，淳溪中心卫生院发热诊室服务时
间由 16:30 延长到 21:00， 其他中心卫
生院发热诊室服务时间由 16:30 延长
到 20:00。 区级层面更在统一购置呼吸
机、高通量氧疗仪、监护仪的基础上，为
基层医疗机构配置血氧仪、 血气分析
仪、心肌酶谱仪，让基层医疗机构具备
收治入院患者的基本条件。

“下一步， 市卫健委将继续优化统
筹各项医疗资源，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 着力做好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
治工作，保障我市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 通讯员 张婷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蒋晓春

春节临近，返乡人员增多，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后，节日期
间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刘剑南提醒，疫情流行期间，重点人群更要做好防护工作。 返乡前需
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回乡期间个人要注意做好三点防护。

刘剑南表示，个人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坚持规律作息，
健康饮食。 要讲究卫生，勤洗手，遵守咳嗽礼仪，在前往人群密集场所
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规范佩戴口罩。

疫情流行期间，还是要减少外出，减少聚集活动。 上班通勤人
员，最好是保持“两点一线”。 检测阳性或者有症状者，居家治疗期间
要减少外出。 在疫情流行较严重时，尽量不要到影剧院、KTV、棋牌
室、剧本杀这类空间密闭、人群密集的场所。

进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新阶段，重点人群更要做
好防护工作。 刘剑南说，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具有较严重基础疾
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等重症高风险人群要尽快完成全程接
种和加强免疫，降低重症发生风险。 在疫情流行期间，老年人、慢
性基础疾病患者、孕妇、儿童和伤残人士等人群尽量减少前往人
群密集的公共场所，确需前往应全程佩戴口罩。 不建议老年人、孕
妇、儿童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进行长途旅行。 老年人、慢性基础疾
病患者、孕妇、儿童等人群如出现发热、呼吸道感染等症状，及时
开展抗原或核酸检测， 应根据相关指南合理使用对症治疗药物，
注意药品适用人群范围和多种药品合并使用禁忌，患者本人或监
护人要密切关注其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时就诊。

春节临近，各地人员返乡，在疫情流行期间，返乡人员也要做好
个人防护工作。 刘剑南提醒，返乡前需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一是，
合理安排出行，尽量避免前往疫情流行比较高的地区探亲访友，同时
也倡导处于疫情流行水平比较高地区的群众尽量减少外出。二是，交
通准备。没有排除新冠病毒感染风险之前要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同时也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 三是，做好防护物资的准备，比如准
备一些口罩、手消的防护用品以及干湿消毒纸巾等，还有一些抗原检
测试剂、常规药物。

返乡人员回到家后，一是，要加强自我健康监测，要密切关注自
己以及家人的健康状况。 如果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症状的
时候，要及时进行抗原检测，或者根据病情及时就医。 二是，刚回到
家里的时候，要做好自我防护，尽量避免接触家里的老人或者有基
础性疾病的人员，接触的时候要进行个人防护。三是，探亲访友的时
候要做好个人防护，也要佩戴口罩，减少聚餐、聚会的次数，聚餐、聚
会的时候要减少人数和时间。 同时，建议使用公筷、公勺等；结束就
餐的时候，要及时佩戴好口罩。

□ 通讯员 刘晨曦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婕妤

1月南京气温起伏大， 各类呼吸道
传染病仍处于传播高峰期。昨日，南京疾
控发布 1月健康防病提醒， 请市民重点
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流行性感冒。

1 月 8 日起，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
“乙类乙管”。 春节即将到来，人员流动
和聚集将会明显增加， 疫情传播风险
也随之增大。“乙类乙管”后的首个春
节，普通人如何健康过大年？ 疾控专家
提醒：市民需提前接种疫苗，科学佩戴
口罩。 勤洗手，注意咳嗽礼仪，少聚集。

“市民要根据疫情情况做好出行
计划。 春节访友或旅行前，关注目的地
疫情流行情况，做好出行计划。 要做好
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
进行抗原检测； 如症状不重可居家治
疗；如症状加重及时就诊。 ”专家强调。

此外，保持规律作息、健康饮食、适量
运动、良好心态等健康的生活方式，以
提高自我抵抗能力，“开窗通风， 做好
居室日常卫生也很重要。 ”专家表示。

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进入高发期，
尤其是进入冬季以后，气温下降明显，
更容易“中招”。

如何预防流感？ 专家表示，接种疫
苗同样重要。“根据《中国流感疫苗预
防接种技术指南（2022-2023）》，重点
和高风险人群建议优先接种流感疫
苗。 ”专家提醒，市民需保持良好卫生
习惯，“勤洗手， 要用肥皂/洗手液及流
动水洗手；戴口罩，特别是在人多的公
共场所， 避免接触有流感样症状的患
者（体温≥38℃，有咳嗽或咽喉疼痛）；
定期开窗通风， 做好通风与环境消毒
等工作。 ”此外，专家建议，市民若出现
流感样症状时戴口罩， 视情况及时就
近就医，避免带病上学或上班。

畅通双向转诊，优化救治能力

区域上下联动，守护基层生命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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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婕妤 通讯员 王凝
嫣）“乙类乙管”后，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中
医科门诊推出新冠中医康复调理项目，开
诊后陆续接诊多例孕产期和备孕期的女
性。 就诊患者可在门诊获得哪些医疗服务？
“针对孕妇防阳， 缓解阳过产妇身体不适，
阳康后成功备孕等问题， 门诊都有相应的
疗法进行全方位的治疗。 ”专家表示。

怀孕 23 周的小何， 因为患有妊娠期
高血压又正巧碰上新冠，心里一直非常紧
张，担心自己“阳”了。“在中医科就诊后，医
生根据她的情况开了防疫香囊，小何坚持使
用。 目前她已经孕 28 周了， 还一直没有

‘阳’，身体一直保持健康。 ”中医科主任侯莉
莉介绍。而正在备孕促排卵时期的小林感染
了新冠， 她十分担心这次感染会影响备孕，
“来到门诊，通过内服外治，感染期间小林的
症状轻微，没有影响促排卵过程，现在已经
成功怀上了宝宝。 ”

侯莉莉表示，对于“阳康”后的女性，尤
其是孕产期、备孕期女性，针对咽痒呛咳、
久咳不愈、乏力多汗、眼周红肿疼痛、周身
疼痛等问题，都可通过门诊寻求帮助。

市妇幼开设新冠
中医康复调理门诊

各类呼吸道传染病处于传播高峰期

南京疾控发布 1 月健康防病提醒

本报讯（记者 杜莹 通讯员 江融
轩） 1 月 12 日上午，江宁区水务局和
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在江宁区
新济洲码头放流平台开展增殖放流活
动，万尾鱼苗“安家”长江，将进一步改
善长江水域生态环境， 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上午 9 点，经过严格检疫、检测的
4000 尾胭脂鱼苗、1 万尾长吻鮠鱼苗
以及 5000 公斤河蚌等底栖生物，陆续
被运送至江边。 随后，工作人员将鱼苗
缓缓倒入长江， 承载着希望的小生命
将在这里安家、繁衍生息。

“增殖放流活动实施后能够一定
程度上修复保护渔业资源， 恢复部分
珍稀鱼类和底栖生物种群数量。 ”南京
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秘书长姜盟介
绍， 此次放流的胭脂鱼为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长吻鮠早在 2007 年就被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
名录》，通过增殖放流，可以有效增加
两种鱼类的野外资源数量。 螺蚬及河
蚌则是重要的底栖生物， 能够滤食水
体中生长过剩的藻类， 降低水体营养

物质及有机物的含量，净化水体，起到
“生物过滤器”的作用。

据了解， 本次放流活动是新济洲供
水工程对长江大胜关长吻鮠铜鱼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生态补偿内容
之一，从去年开始，江宁区水务局将连续
6年每年集中开展一次增殖放流活动，同
时做好后期管护工作， 严厉打击各类非
法捕捞行为，巩固增殖放流成果。

从有序开展渔民渔船退捕工作，
到渔民转业有出路、就业有门路、生活
有着落；从严厉打击非法捕捞、销售江
鲜等违法犯罪行为，到渔具制造、销售

“回头看”等行动，近年来，江宁区从加
强社会宣传、 长效监管入手， 创新手
段、多措并举，全链条推进长江“十年
禁渔”工作。

接下来，江宁将持续全链条推进长
江“十年禁渔”工作，引导社会公众通过
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参与增殖放流活动，
让增殖放流活动成为促进渔业可持续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平台，在全
社会营造关爱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水域
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崔玉艳 蔡逸秋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程晓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不断优化诊疗流程、扩
容资源、增加力量，迅速将工作重心转移
到“保健康、防重症”要求上来，对新冠病
毒感染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最大限
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连日来， 该院 2800 余名医务工作
者，以直面挑战的勇气和主动“补位”的
果敢，经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始
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用行
动履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

全院动员：把握战“疫”主动权
去年 12 月上旬开始，在一线奋战的

中大人，90%以上都陆续在战场上倒下。
为了更好地实时了解全院医疗动

态，适时调配全院资源，该院领导每日早
交班召开疫情防控协调部署会， 高度重
视急诊等重点科室超负荷的运转， 第一
时间从其他各专科抽调精兵强将支援，
同时，前瞻性地做好重症救治战略储备，
精准科学把握战“疫”主动权。 一场场与
时间赛跑的画面、 一幕幕奋力救援的场
景，在医院各个角落上演……

“医”然坚守：他们用生命护佑生命
针对急诊一线超负荷运转， 该院实

行“行政急诊联动，打通入院通道！”第一
时间从其他各专科抽调精兵强将， 全力
支援急诊，解决燃眉之急；建立急诊抢救
室日巡检及调度制度， 成立专班负责急

诊现场调度， 保证急诊患者更加快速收
治入院； 将全院床位收治权限交由急诊
科统一调配， 所有专科病房无条件接收
急诊分诊的入院患者； 建立急诊每日清
零制度，确保前一日急诊患者清零……

一系列紧凑的政策落地后，很快，急
诊通道通畅起来， 患者的生命安全得到
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力保急危重症患者救治相关经验做
法》也在全省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展示。

一盘棋一条心： 分层收治、快
速响应、协同作战

感染高峰过后，重症高峰接踵而来。
被称为“离死神最近的地方”的重症医学
科（ICU），成为拯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
线， 一个个危重症患者在这里渴望获得

新生。
为更好地收治病人， 中大医院全院

一盘棋，多措并举，实现分层收治、快速
响应、协同作战，以实际行动守住生命健
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也让该院成为较
早开放所有床位收治阳性新冠病人的综
合性大医院之一。

医院在现有条件下， 统筹全院综合
ICU、各专科 ICU 床位，并努力改造增设
重症床位，扩充重症医疗资源。迅速启用
国家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大楼， 打破专科
壁垒，设置亚重症病区(Sub-ICU)。 建立
巡诊制度，CCRRT+MDT 发现高危患者，
重症早期预警、巡诊指导、规范化培训、
科普宣教、 多学科联合查房……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措施， 有效保证患者应收尽
收，应治尽治。

患者在六合东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得到有效救治。 受访者供图

昨天，溧水晶桥镇高竹村村民、非遗剪纸传承人吴治平正在为邻居创作剪纸玉兔、福字、
窗花和团扇，让村民们开心过大年。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段仁虎 通讯员 朱红生 摄

中大医院多措并举做好新冠医疗救治工作

凝聚起超常之力，用生命护佑生命

村民剪纸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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