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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根据国家卫健委的安
排，驰援湖北的南通援黄石医疗队首
批37名队员返程，其中有7位通大附
院的医护人员。

“在湖北抗疫一线战斗的固然光
荣，但留守在南通，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救治工作，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
义不容辞的责任！”19日，江苏省救治
专家组南通泰州片区长、南通市救治
专家组组长、通大附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医师倪松石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现在国内的情况已经好
转，但防控外国输入病例的任务依然
艰巨，为此我们通大附院的全体同仁
没有丝毫放松警惕。”

花甲之年的倪松石，言谈儒雅、气质
温和、思维敏捷。他是呼吸科知名专家、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30多年的从医生
涯，造就他过硬的医疗本领更磨砺出他
执着、坚毅的性格，在重大突发性事件的
一线总能看到倪松石雷厉风行的身影。

2003年“非典”期间，倪松石是江
苏省医疗专家组副组长和苏中地区组
长；2014年昆山8·2特大事故的救治
中，倪松石带领着烧伤科同仁的出色

表现受到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表扬；
此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倪松石当仁
不让再次挂帅，成为新冠肺炎救治专
家组的“领头羊”之一。

“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来势
凶猛，但对于我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医生来说应该要从容面对。”倪松石
表示。他介绍，在临床工作中，每年冬
春季都会出现与流感等相关的肺炎病
患，也会出现危重患者。由于呼吸道
病毒种类多、变异大，不明原因肺炎每
年都作为医院的监测重点，作为呼吸
科医生更是有高度的警觉性。

今年，通大附院早在1月8日就成
立了流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医疗救
治专家组，倪松石再次担任了医疗救治
专家组组长。1月20日，当钟南山院士
宣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存在人传人和
医护人员感染情况时，倪松石立刻意识
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医院首次新冠肺
炎防控会议上，他提出了充分认识、勇
于面对、科学防治的做法，医院根据专
家意见迅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根据当时的疫情情况，通大附院
作为江苏省新冠肺炎的首批定点医

院，迅速完成了发热门诊、疑似病人的
观察病区建设，改变了感染科病房的
功能增设了更多的隔离病房，为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腾出了空间。同时，强
调其他就诊病人和医务人员的防护和
安全，率先在全市成立了缓冲区病房，
对疑似肺炎病患进行有效的隔离，确
保了医院的正常运转，为其他病人和
医务人员提供了安全保障。

就在大家完成医院内部防控救治
工作部署的同时，通大附院接到了省
卫健委要求派遣援湖北医护人员的指
令。“接到通知后，我带头报名请战，科
室里的其他医护人员也纷纷奋勇当
先，主动请缨。”倪松石说。

2月2日、2月11日，通大附院先
后派出了以冯健、顾俊、丁亮、黄晋博
四位呼吸内科医生为首的两批医护人
员驰援湖北武汉和黄石两地。“虽然我
没能去湖北一线，但四位医生都是我
的硕士研究生，而且也是我们科室里
业务水平相当过硬的骨干力量，他们
在当地救治患者过程中的表现有目共
睹，这让我这个老师为他们倍感骄
傲。”诚如倪松石说，3月6日，江苏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江苏省卫健委
给予冯健记功奖励。

学生在前方奋战，老师在后方留
守。“留在南通一样守土有责！”在疫情
防控关键时期，作为南通市救治专家组
组长，倪松石每天上午要在通大附院对
本单位疑似病例和重症病患的治疗进
行讨论，下午要去市传染病医院主持对
南通市新冠肺炎患者的视频远程会诊
和现场会诊，以致他对全市所有的40
个确诊病例的情况了如指掌，成竹于
胸。除了要救治南通本地的患者，倪松
石还要参与全省病患的救治工作。

“1月25日大年初一，我上午在市
传染病医院会诊了1个确诊2个疑似，
下午就赶赴盐城会诊了当地首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一直忙到晚上才赶回
南通。初二、初三连续在县（市、区）会
诊疑似病人。2月12日还赴泰州泰
兴、靖江去会诊新冠肺炎患者，提出治

疗方案。”对于那段忙碌的时间倪松石
记忆深刻。“由于当过医院的医务处主
任和分管医院医疗业务的领导，我养
成了手机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的习
惯，一时间我电话就像开启了热线模
式，每天都会有很多咨询电话。”

作为呼吸病的资深专家，在新冠
肺炎患者救治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
作用，他对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认识
透彻。在会诊中，他非常强调病人的鉴
别诊断问题，防治初期非常强调流行病
学史，及时排除了一些其他病毒感染、
心功能不全等患者。他提出对核酸阴
性患者要重视胸部CT表现，确保新冠
肺炎病人不漏诊。在指导治疗的过程
中，他要求防范病人从普通型向重型转
化，适时使用糖皮质激素，掌握防治继
发感染的时机。在抗病毒治疗中，要坚
持早期、足量、及时停，防范副作用。对
已使用呼吸机辅助治疗的患者，要加强
呼吸道管理，防止分泌物堵塞气道。

在繁忙的救治工作同时，他还参
与了全国标准规范《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建议》的
讨论，提出了他的救治观点。在倪松
石的指导下，很多病人得以正确诊断，
及时治疗，有效救治。

2月17日，70岁的新冠肺炎患者
黄女士从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
科出院，她也是南通市首例、江苏省为
数不多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她的成
功救治意味着南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倪松石全程指导
并参与了这名患者的救治。

“如今已是春暖花开，让我欣慰的
是在通大附院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医院取得了患者零病亡，医护零感
染的成绩。”对此倪松石感到十分高兴。

他表示，新冠肺炎是一种全新的
呼吸道传染病，在防控和救治过程中
有很多的未知数需要我们去探索，“虽
然我已是一位老战士，但是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只要国家有召唤，病员有需
要，我依然会义不容辞，冲锋在前！”

本报记者李波 本报通讯员薛晓慧

南通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倪松石：

“留在南通一样守土有责”

本报讯（通讯员徐燕 记者冯启榕）常言道“一年之
计在于春”，春季是健康投资的最佳季节，经历过一场

“新冠疫情”后，大家更应该抓住春天健康养生好时节，
为全年健康打好基础。眼下，正逢春分时节，该如何去
呵护身体健康，如何吃，如何做呢？针对大家关心的问
题，记者专程采访了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海归”营养师周楠。
“春季是肝病的高发季节，尤其需要注意养肝，协调

肝的阴阳平衡。甘味食物能补肝益肾，如枸杞、核桃、花
生、大枣、桂圆等。而酒会伤肝，春季更不宜饮酒，可以
泡点菊花茶、薄荷水能起到清除肝热的作用。”周楠表
示，红枣、枸杞、桂圆等食物，湿热重者、上火或者有发炎
症状者、糖尿病患者等应少量食用。饮食要注意营养均
衡、适量食用。每个季节都有符合其气候条件而生长的
时令菜，吃有养阳功效的韭菜，可增强人体脾胃之气；豆
芽、豆苗、莴苣等食材，有助于活化身体生长机能；而食
用桑椹、樱桃、草莓等营养丰富的晚春水果，则能润肺生
津，滋补养肝。

周楠介绍，这个时期饮食要禁忌大热、大寒，保持寒
热均衡。可根据个人体质情况进行饮食搭配，如吃寒性
食物鱼、虾，最好佐以温热散寒的葱、姜、酒等；食用韭
菜、大蒜等助阳之物时，最好配以滋阴的蛋类等，除此之
外，由于疫情的原因宅在家中，吃得多，动得少，肠道长
时间处于超负荷工作的状态，肠道微生态就容易失衡。
这个时候受到春季昼夜温差变化大，穿衣不当受凉等影
响，肠道就会出现腹泻、便秘、腹胀等各种问题，影响工
作和生活。

疫情抵挡不住新草的陆续探头，梅花、桃花的陆续
绽放，这样一幅草长莺飞、鸟语花香、百花争艳的场景，
正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随着疫情好转，各地景点公园
的有序开放，周楠提醒广大市民，户外运动一定要做好
防护，戴好口罩、避免聚集，户外运动结束后要用肥皂或
洗手液洗手。而春季是皮肤病的多发季节，随着气温逐
渐升高，大地万物复苏，昆虫和花粉随之增多，天气多风
干燥及户外活动增加，许多人在这个季节容易患上皮肤
病，她强调，易过敏的朋友在春季应少晒太阳，尽量少去
花粉、柳絮较多的地方，出门要将口罩、长袖、帽子等“装
备”准备好。补充维生素可有效预防皮肤过敏现象的发
生，因为在春季，维生素C可以帮助减缓炎症的出现和
循环，而维生素E可辅助维生素C积极发挥抗过敏的作
用，红枣、坚果、蔓越莓等都可以经常吃一些。

春季万物萌动，细菌、病毒和一切虫害的生长繁殖
加速。周楠表示，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未结束，无论是
居家还是办公环境，更要勤开窗通风换气，做好消毒，保
持居室空气清新流通。

25日，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和往
常一样有条不紊地忙碌。最近一周以
来，平均每天有30名孕妇在此顺利分
娩。自3月9日起，该院在全市率先推
行“非急诊、分时段、全预约”的模式以
来，目前预约诊疗率（急诊除外）已达
到90%以上。

作为“江苏省新生儿危急重症救
治中心”和“南通市孕产妇危急重症救
治中心”，市妇幼保健院承担着南通市
及周边地区新生儿的会诊、接诊和救
治任务和市区将近60%的分娩任务。
随着医疗服务秩序的逐步恢复，医源
性感染的风险也同步加大。为切实加
强医院感染控制，缩短患者在医院等
待时间，切断疫情传播途径，同时充分
结合该院服务对象较年轻、信息技术
掌握较好的优势，自3月9日起，该院
在全市率先推行“非急诊、分时段、全
预约”的模式，鼓励患者采取预约挂号
的方式，严格按照预约时间段有序来
院就诊。对于部分检查项目，采取诊
间预约的方式，旨在降低人群聚集带
来交叉感染的风险。

为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
医疗卫生健康工作秩序，连日来，市妇
幼保健院依托智慧医疗技术主动适应
疫情防控形势，一方面大力推行“互联
网+医疗健康”服务，利用大数据为全
市人民打造“防疫驾驶舱”，以科技赋
能疫情防控，一方面加快恢复正常医
疗秩序，满足患者就医需求。

作为市直医疗单位中唯一一家运
行“新冠肺炎排查预警系统”的试点医
院，市妇幼保健院将流行病学舆情控
制关口前移，根据流行病学特点，结合
大数据关联分析技术应用优势，由传
统的事后排查追溯向事先预警管控转
变。如今，来院就诊的患者只需刷取
身份证就可以快速识别来院人员是否
在新冠病毒暴发期去过疫区等重点区
域或密切接触过传染源，系统自动提
醒预检分诊人员“需要重点关注”。针
对“需要重点关注”对象，均由专人护
送至医院急诊小区，按照防控处置流
程详细询问“四史”，并做好相关登
记。自3月2日，该系统正式运行以
来，累计发现“需要重点关注”对象共
计212人次。此举大大减少了后期追
踪溯源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有效降低
了医护人员及所有来院患者及社会大
众造成可能的感染风险。此外，医院
在门急诊分别安装红外线体温测量
仪，对所有进入人员进行实时体温检
测，大大提高检测效率，避免了人员聚
集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

自国务院部署江苏省对口支援黄

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为集中
省内优质医疗资源，江苏省卫健委第
一时间开通了“江苏-黄石医疗在线服
务”平台，为黄石人民提供远程问诊服
务。作为全省确定的13家三级医院
之一，市妇幼保健院共有22名具有副
主任以上职称人员作为首批提供咨询
问诊医生，覆盖各临床专科。如今，黄
石市及湖北省居民用手机连接“江苏-
黄石医疗在线服务”平台，即可通过图
文问诊或视频问诊两种方式，获得常
见病、慢性病、发热门诊等免费医疗咨
询。自2月19日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以来，市妇幼保健院参与问诊服务的
医生累计提供咨询100余次，得到了
黄石市及湖北省居民的广泛好评。

“疫情防控工作已经进入决胜时
期，医院将充分运用科技手段与智慧
医疗相结合的方式，毫不放松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统筹患者日常就医需求，
逐步有序恢复日常医疗秩序，最大限
度降低疫情对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市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如是
说。

本报记者冯启榕 本报通讯员韩斌

大数据保障广大市民就医需求

南通“90后”营养师开出“春季营养指南”

春分来了，不负春光莫负胃

南通美年大健康援湖北3名护士平安归来

为抗击疫情贡献民营医院力量

本报讯（记者李波） 24日，美年大健康援湖北医
疗队200名白衣战士，在圆满完成33天的战“疫”任务
后，搭乘东方航空“凯旋号”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这
其中包括美年大健康南通公司的3名护士。

作为纳入国家统一救援计划的非公医疗机构专业
医疗队之一，一个多月来，美年大健康200名援湖北白
衣战士与美年大健康湖北省公司的75名医护人员，对
口支援了武汉市江汉区、硚口区、武昌区、洪山区、东西
湖区以及卓尔医院等37个隔离点，为疑似患者、发热患
者、密切接触者、康复病人等人员的分类集中收治隔离，
提供了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无微不至的生活照料。累计
管理隔离人员6069人，出院人数4529人，累计核酸采
样511人，累计CT检查6343人，并成功做到全体医护
人员“零感染、零损失”。

美年大健康南通公司派出了许莉莉、施佳艳、王雅
文3名护士随大部队出征湖北，她们被分配在武汉市洪
山区城市职业学院隔离点工作，这里主要隔离的是新冠
肺炎疑似患者和与新冠肺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者。

武昌疫情指挥部给她们的评价这样写道：“你们虽
然没有ICU里争分夺秒的紧张，但是你们身处基层一
线，同样直面危险，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尽心尽力。你
们的英勇付出，也是这段战‘疫’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令人感动、令人尊敬。”

据悉，按照规定要求，南通的3名护士将与美年大
健康援湖北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一起，在上海集中休整隔
离14天后，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图/美年大健康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曹毅 记者冯启
榕）“画得太像了，您爱人是美术老师
吗？真是太走心了！”近日，南通市第
二人民医院党办工作人员收到了一份
特殊的礼物：该院皮肤科学科带头人、
主任医师曹素芬送来其爱人的亲笔画
作，旨在以这一特别的方式致敬抗疫
勇士。

原来，曹素芬的爱人戴春风是南
通市职业大学交通学院的一名教师，
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自幼酷爱画
画。因为爱人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对
医务人员也情有独钟。这次新冠疫
情暴发后，南通组建了多批医疗队驰
援湖北武汉、黄石、大冶等地，戴春风
一直关心他们的动向，默默浏览每一

条关于勇士们抗击疫情的新闻报道
和图片。

其中，南通市第四批援湖北医疗
队是戴春风最关心的一支队伍，因为
这是其爱人的同事、南通二院呼吸内
科副主任医师倪晓辉带队的。为此，
戴春风爱屋及乌之心更加澎湃，每天
下班到家总要向曹素芬询问了解医院
的动态、前方抗疫勇士传回来的信
息。“我被二院医务人员在抗疫一线的
事迹深深感动，就想用画笔将二院上
下一心奋勇抗疫的画面呈现出来，借
以表达对逆行勇士及坚守在抗疫每个
岗位上的兄弟姐妹们的崇高敬意！”为
此，戴春风怀着满腔激情，将听到和看
到的感动事例认真梳理，同时将《驰援

湖北，他将出征妻子的秀发藏入怀
中》《90后男护士：ICU里的陪伴，是勇
气，更是良药》等一幅幅新闻报道中的
配图剪贴下来，仔细揣摩，再用自己的
画笔用素描的形式进行二次创作。在
完成13幅画作后，他这才一下子拿出
来给了爱人曹素芬一个惊喜，并委托
她转送给医院保存。

当天，市二院党办的工作人员专
门将这些珍贵的素描作品扫描成图片
格式，通过微信逐一发送给画中的医
疗队员们。“太棒了，我要保存！”“哇，
真的很逼真，谢谢！”……看到自己的
素描画像后，大伙十分开心，他们纷纷
表示，这是一份特别的关爱，值得一辈
子好好珍藏。

用画笔向抗疫勇士致敬——

市二院医生家属送上“走心”关爱

市妇幼保健院将科技手段与智慧医疗结合，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

倪松石倪松石（（左左））向出征驰援湖北的医疗队员献花向出征驰援湖北的医疗队员献花。。邵勇林邵勇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