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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据新华社电 北京市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陈蓓15日表示，
为有效防范境外疫情的输入和
扩散，从3月16日零时起，所有
境外进京人员，均应转送至集
中观察点进行14天的隔离观
察。集中观察点将配置专业医
护和工作人员，定期开展健康
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使回
国人员更安全、家人更放心。

在15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陈蓓表示，当前海
外疫情呈现加速扩散蔓延态
势，境外输入已成为北京疫情
防控的主要风险，境外输入病
例已成为北京新增确诊病例的
主体。为此，首都联防联控协调
机制将采取更加严密有力的措
施。

首先，从即日起，首都机场
全部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进港航
班，均停靠首都机场T3-D处置
专区。机场实施远端管控、近端
筛查、科学处置、责任交接、闭
环管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全
面加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全
部入境人员实施全员、全项、电
子化、可追溯信息化管理，形成

全方位、全链条、全闭环的立体
防控体系。

同时，全面实施集中隔离
措施，最大限度控制传染源、切
断传播途径。从3月16日零时
起，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应转
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14天的隔
离观察。有特殊情况的，经严格
评估，可进行居家观察。集中隔
离观察期间，隔离人员费用需
要自理。

据悉，对于虚报信息、隐瞒
病情、造成疫情传播的人员将
被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并纳入
信用体系。

另据悉，目前，北京市已启
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简
称新国展)作为入境旅客转运
集散地。

新国展主要用于经机场检
疫后未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
的低风险人群临时集散，根据
入境人员目的地分为北京市及
其他省市地区两大区域。目的
地是北京的入境人员将被转送
至北京市的集中观察点进行14
天的隔离观察，目的地是其他
省市的入境人员将由各省市统
一安排转运。

费用自理
今起所有境外进京人员集中隔离14天

“护士……好……”3月13日，
山东医疗队的刘丛蕾正在给27床
病人喂饭，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位
60岁的老人在她面前哭了起来，因
为脑梗,老人瘫痪在床，说话也不
利索，只能困难地说出几个词并用
颤抖的手比画着称赞她。为了不让
老人太激动而呛着，刘丛蕾边安抚
他边喂饭。连日来，刘丛蕾事无巨
细地照顾着这位老人，听到老人的
回应，心底充满了温暖。

刘丛蕾说，老人平时很随和，
积极配合医生和护士的治疗，之
前因为尿失禁，大腿内侧皮肤起
了疹子，每次医生来给他换药，老

人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有时说
着说着就哭了”，刘丛蕾看着这位
卧床老人，感慨良多，想要多为他
做点事儿。13日这天给老人喂饭
时，刘丛蕾发现老人的胡子已经
很长了，第二天上班，她便带来了
一次性刮胡刀和剃须膏。

喂老人吃完晚饭后，刘丛蕾
用温毛巾敷在老人胡子上，然后
仔细地为他抹上剃须膏。自己在
重症医学科当护士时也帮患者
刮过胡子，所以这事对她来说并
不算难，但由于老人胡子实在太
长，刮胡刀不好操作，刘丛蕾只
能一点点慢慢刮，刮下一点就用
纱布擦掉然后再继续。“我……
今年60岁……”老人感慨地说起
自己的事，这些事刘丛蕾之前听
老人只言片语地提起过，老人的
老伴跟他一样感染了新冠肺炎，

在另一家医院隔离治疗。家中还
有女儿，因为自己记不住电话号
码，所以无法跟家人联系，好在
有山东医疗队队员悉心照料，老人
的孤单才慢慢解除。说到动情处老
人哭了起来，因为脑梗，他控制不
住自己的表情，所以哭起来像个孩
子，刘丛蕾开玩笑地对他说，“这么
大年纪了不能光哭，再哭我就笑话
你。”老人听了，咧起嘴笑了。

因为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刮
胡子本是一项很简单的操作，但
刘丛蕾用了二十多分钟，累出一
身汗。没有了长胡子，大爷看上
去精神了很多，刘丛蕾笑着对他
说“你变帅了”，并跟他合了一张
影，在镜头前，老人伸出大拇指，
笑得特别开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特派记者 黄翔 发自武汉刘丛蕾给老人刮完胡子后，老人开心地笑了。 受访者供图

19省份63支医疗队对口支援
湖北除武汉外10天无新增

截至3月13日24时，除了支
援武汉的31207名外省援助湖北
医务人员外，19个省份共有63支
医疗队7425名医务人员奋战在
湖北其他16个受援地。

从2月10日开始，按照党中央
部署，19个省份集中优势资源，对
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16个
市州及县级市。截至3月14日，湖北
省除武汉市外已连续10天没有新
增确诊病例，这个让人振奋的数
据背后，离不开19个省份在对口支
援机制下汇聚起的强大合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除
了武汉市，湖北多地确诊患者人
数也不断增加，救援物资告急。关
键时刻，党中央紧急部署，统筹安
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
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这
是一次多达数千人的跨省大调
动。一支支医疗队火速集结，从四
面八方迅疾驰援荆楚大地。

天津支援恩施医疗队专门
派出了心理干预治疗专家；辽宁
支援襄阳医疗队配备了中医、儿
科、防疫3个特色团队；孝感毗邻
武汉，是湖北疫情最为严重的地
区之一，对口支援的黑龙江、重
庆医疗队与孝感市共同成立了
三方专家巡回指导组，确保应收

尽收、应治尽治，一个也不能少。
19个省份“以省包市”，凝聚

起抗击病魔的强大合力，有力提
高了受援地区的救治力量。

在湖北荆州，当地一名26岁
的护士郭小雪在护理危重症病
人时被感染，高烧不止。广东支
援荆州医疗队立即联系后方指
挥部，邀请钟南山院士等多位专
家为小雪远程诊疗。经过一个多
月的住院治疗，小雪康复出院。

对口支援，19个省份派出了最
强的医疗团队，也带来了最好的医
疗设备。全国疫情防控物资总体紧
张，但面对湖北16个受援地市的需
求，19个对口支援省份倾力相助。

整个荆门市没有一个专业的
ICU病房，浙江支援荆门医疗队仅
用一天时间就帮当地建起了一个
ICU，实现了对全市危重症病人的
集中收治。被称为“人工肺”的
ECMO是抢救生命的必备利器，
受援地区中的黄冈、黄石和仙桃
没有一台ECMO，他们及时得到
了湖南、江苏和山西的对口支援。

对口支援下的“同舟共济、
全国一盘棋”所凝聚起的决胜之
力，迅速缓解了湖北医疗力量短
缺、抗疫物资匮乏的困境。

据央视新闻

3月15日上午，山东省对口
支援黄冈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
及医疗队向湖北省黄冈市捐赠
资金和医疗设备活动在当地举
行。

在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
中心，山东省对口支援黄冈医疗
队向黄冈市新冠肺炎特殊患者
家庭捐赠40万元现金。这部分资
金由黄冈市卫生健康委接收，并
负责将慰问金发放到位。

40万现金由社会各界捐赠

给驻黄冈山东医疗队，医疗队
员一致表示，自愿捐献给黄冈
革命老区人民，以传递温暖，接
力爱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山
东向黄冈市直接捐赠的资金已
超7 . 2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当地
建设ICU病房床位、购买负压救
护车等急需医疗设施设备，建设
生物安全防护二级实验室、传染
病医院、临床科研楼等医疗项
目。 山东新闻联播

省份
医护

人员
对口支援

天津 130人 恩施

贵州 823人 鄂州

湖南 609人 黄冈

山东 591人 黄冈

江苏 347人 黄石

内蒙古 163人 荆门

浙江 142人 荆门

广东 578人 荆州

海南 274人 荆州

河北 22人 神农架林区

广西 130人 十堰

江西 391人 随州

山西 469人 仙桃、天门和潜江

云南 493人 咸宁

辽宁 425人 襄阳

宁夏 216人 襄阳

黑龙江 537人 孝感

重庆 800人 孝感

福建 265人 宜昌

在北京新国展转运集散地，箭头指示目的地为外省市和北京的入境人员走不同的通道。 新华社发

19省份对口支援

湖北16市州

山东援助黄冈医疗队
转捐40万爱心款

““大大爷爷
你你变变帅帅了了””

据新华社电 “尽管近期
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持续保持
个位数，但仍有社区零星散发
的门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很严峻。”15日举行的湖北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武汉市卫健委副主任
郑云说。

3月11日以来，武汉新增确
诊病例数连续4天保持个位数。
郑云介绍，很多市民认为武汉市
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希望恢复

正常生活，我们非常理解。但是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和传染
病规律，武汉市现在的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很严峻。

郑云说，3月13日和14日，武
汉均有1例确诊病例来自门诊病
例。并且在流行病学调查过程
中，发现患者本人和家属在居家
期间有外出和在小区内活动的
轨迹，不排除有社区感染可能，
所以当前还是存有一定的社区
传染风险。

武汉市卫健委：

仍有社区散发病例

疫情形势仍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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