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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穗卫健宣 ）

2 月 14 日 0 时至 24

时， 广州市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

例 7 例， 其中黄埔区 2 例、 番禺区 2

例、 天河区 1 例、 白云区 1 例、 花都

区 1 例。 新增治愈出院 13 例。

截至 2 月 14 日 24 时， 广州市累

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35 例， 其

中白云区 74 例、 海珠区 64 例、 天河

区 44 例、 番禺区 40 例、 越秀区 35

例、 黄埔区 18 例、 荔湾区 17 例、 花

都区 17 例、 增城区 17 例、 南沙区 8

例、 从化区 1 例。 男性 162 例、 女性

173 例。 年龄介于 1-90 岁之间。 现

有疑似病例 4 例。 累计核实追踪密切

接触者 3054 人， 尚在医学观察 501

人。

335 例确诊病例中， 已治愈出院

106 例， 无死亡病例。 现有 229 例在

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其中危重型 15

例、 重型 10 例、 普通型 191 例、 轻

型 13 例； 191 例在市八医院

（含危重

型

6

例、 重型

8

例）

、 19 例在省二医

院

（含重型

1

例）

、 14 例在广医附一

医院

（含危重型

9

例、 重型

1

例）

、 5

例在市妇儿中心接受治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王蒙 陈淑华）

昨日， 牵动人心的 2

岁娃强强

（化名）

一家终于全家大团

聚！“一家人能够重新团聚，真是太不

容易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也感谢

社会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强强外婆

出院时激动地说。

强强一家六口五人感染新冠肺

炎。经过医院的悉心治疗，2 月 8 日，强

强妈妈达到出院标准， 第一个出院回

家了；2 月 9 日， 强强哥哥康复出院；2

月 11 日，外公和爸爸也痊愈出院。 昨

日，经过专家组确认，强强外婆达到出

院标准， 办理出院， 一家六口终于团

聚。

“治好患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他

们出院了我们感到很开心。 新冠肺炎

是可控、可防、可治的，希望患者出院

之后安心休养，加强运动增强体质，注

意个人卫生。 大家保重身体，就是我们

最大的心愿。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感

染科主任吴茂盛说。

不久前， 住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小

区的强强一家，五人确诊新冠肺炎，在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剩下 2 岁半的强强独自一人。 1 月 30

日，医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从全院征

集志愿者照顾这个孩子， 半个小时内

就有 28 名女护士报名，她们除了做强

强的护士，还要当强强的“妈妈”。

“昨天接到外婆要出院的通知，全

家都很高兴，这几天通过视频，看到她

的状态很好。 非常感谢省医护人员的

悉心照顾， 特别是我们住院期间医护

人员对强强的照顾， 解决了我们的后

顾之忧。 ”强强妈妈告诉记者，回家后

强强一直惦记着护士妈妈们，“我跟他

说，等疫情过去了，我们一起回去看看

‘护士妈妈’， 希望这个缘分能一直维

系下去。 ”

“从这个家庭聚集病例来看，从外

地特别是从湖北返

（来 ）

粤的人员，做

好自我居家隔离是必须的。 ”广东省第

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李观

明指出， 当前是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期，随着返工潮、返学潮高

峰来临，做好自我隔离观察，有针对性

预防社区暴发，十分重要。

信息时报讯 （记者韩春华）

昨日下

午，新时代文明实践“防疫行动”志愿者

网上直播课堂第四期上线。 基于广大网

友对居家隔离防护的细节方面存在诸

多疑问，本期课堂邀请到南方医科大学

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及肝病中心副主任、

教授彭

劼

，南方医院新型冠状病毒防控

专家督导组成员、 南方医院专科片区

“抗新冠” 防控督导组副组长杨娟做客

新花城直播室， 教街坊做好居家隔离

“自我防护”的相关措施，以及如何正确

使用消毒用品。

注意通风 可适当出门运动

彭

劼

首先梳理了“居家医学观察”

的概念，他表示，所谓的隔离，更科学的

说法是医学观察。 从疫区回来的人都需

要医学观察 14 天。 如果有症状需要到

医院，否则在家就可以了。 所谓的症状

主要表现为：有发热，体温超过 37.3 度，

或者肺部有炎症， 这些便是疑似病例，

需要去发热门诊就医。 市民主要可通过

监测体温及呼吸道的症状如咳嗽、咽痛

等来判断自己是否属于疑似病例。“但

大家也不要恐慌，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有

点咳嗽，有点喉咙痛，就怀疑自己受到

了感染，要放松心态，客观地观察自己

的身体状态。 ”彭

劼

说道。

针对需居家医学观察的对象，彭

劼

建议每天至少测两次体温，无法和家人

分开居住时，尽量保持房间通风，就餐

或交谈时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 同时，

杨娟建议隔离对象要注意清淡饮食，保

持规律作息，合理安排生活。 家庭成员

不共用毛巾，保持家居、餐具清洁，勤晒

衣被。 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纸巾

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桶内。

对于网友们担心小区里有了确诊

病例， 自己是否会受到感染的问题，彭

劼

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 他建议广大

市民不要过度恐慌：“病毒是通过密切

接触传播的，即使是楼上楼下也不要人

人自危。 病毒不会像妖怪一样钻进你的

家中，还是要常开窗通风透气，病毒会

扩散在空气中，稀释后不会对人造成危

害。 ”同时彭

劼

建议，在空旷的自然环境

或人少的地方， 市民可以不戴口罩，适

当进行散步、跑步等户外运动。

流水洗脸 注意用眼卫生

针对市民比较关心的消毒问题，曾

在 2003 年“非典”期间赴北京小汤山医

院十七病区工作的杨娟也给出了正确

指引。 家庭常用的消毒剂一般是含氯消

毒剂、含醇的消毒剂。 在使用时，市民要

遵照产品说明，进行适当稀释。 含氯消

毒剂有一定腐蚀性， 达到消毒时间后，

需要用清水擦拭或清洗。“如果家里和

小区没有确诊病例，不用在家居消毒上

特别费心，正常的家居清洁即可。 如果

家里有居家隔离的人或曾接触过疑似

患者，就需要严格消毒。 ”杨娟说道：“如

果担心拿外卖、收快递时可能发生接触

传播，可以简单地对快递和外卖的包装

做一下消毒，随后及时用流水和肥皂洗

手即可，不用过度消毒。 ”

口罩供应紧缺，可以通过消毒来达

到重复使用吗？ 杨娟建议，医用标准防

护口罩不能清洗， 也不可使用消毒剂、

加热等方法进行消毒。 而普通人群如需

延长口罩的使用时间，需将使用过且无

损坏、脏污、变形的口罩悬挂在洁净、干

燥通风处，或将其放置在清洁、透气的

纸袋中。

杨娟是手卫生和眼卫生方面的专

家，她建议市民朋友们多注意眼部和手

部的卫生，养成勤洗手的习惯，提倡流

水洗脸，避免揉眼。 外出时尤其是去医

院问诊时，可随身携带一瓶含酒精成分

的免洗洗手液作临时手部清洁。 现场，

她还教导大家记住“20-20-20”原则，即

每观看电子屏幕 20 分钟， 便把目光转

向 20 英尺

（约

6

米）

的远处， 眺望 20

秒，让眼睛得到休息，防止眼部疲劳。

一家六口五人感染，妈妈率先出院后，哥哥、外公、爸爸和外婆相继出院

他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前日广州新增确诊病例7例 新增出院13例

新增病例涉及

5

区

7

个小区或场所

专家做客“防疫行动”直播课堂支招：

普通家庭无需过度消毒

南 方 医 院

感染 内 科 及 肝

病 中 心 副 主 任

彭劼 、南方医院

专科片区“抗新

冠”防控督导组

副 组 长 杨 娟 普

及防疫知识。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广东第

16

批医疗队奔赴武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通讯员

粤卫信 ）

昨日晚，广东援助湖北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第十六批医疗队 102 人驰

援武汉。 截至目前，广东已向湖北派出

医疗队员 2000 多人。

医疗队由惠州、肇庆、清远 3 市组

建，惠州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黄宜志任

领队。 医疗队员来自惠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惠州市中医医院、惠州市第一妇幼

保健院、广宁县人民医院、德庆县人民

医院、四会市中医院、连南瑶族自治县

人民医院等二级以上医院，其中医生 20

名，护士 80 名。

天河区（

1

个）猎德街道猎德花园

白云区（

1

个）江高镇神山北街

黄埔区（

2

个）云埔街道榕村西街

红山街道红荔西路

花都区（

1

个）花城街道茶园路

番禺区（

2

个）钟村街道倚翠苑

东环街道金山谷花园

强强的外婆

15

日出院。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通讯员 王蒙 陈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