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痊愈出院者回 访

坚坚定定信信心心 同同舟舟共共济济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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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钟后 立竿见影
1月 30日凌晨，天还没亮，A3应急病房

就火速收治了从 A1转运来的小朱。小朱的状

况令人担心，半天就进展到了“白肺”，他体重
毛估估有 100多公斤，而且心脏功能也不好。

疫情暴发以来，李锋一直在病房驻守，参
与医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他的科室有一支

训练有素的 ECMO团队，以往救治成功率达

60%，而国际水平为 50%左右。李锋说，ECMO

的全称是体外膜肺氧合，简称膜肺，鉴于其对

重症呼吸衰竭的独特疗效，也被称为“魔肺”，
是抢救垂危生命的顶尖技术，它代表着一家

医院、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危重症急救
水平。

小朱插管效果不好，患者血氧饱和度一

路下跌。“上 ECMO！越快越好！”李锋迅速启
动相关流程，团队也做好了准备。李锋、张晓林

医生在厚重的防护服外面套上了绿色的手术
服，同时佩戴了正压呼吸器，两层手套外，又加

上了无菌手套。护士吴元浩和居怡琳密切配
合，他们和中山医院的重症团队李欣、吴威医

生并肩作战，顺利完成 ECMO上机，5分钟就

看到了效果：小朱各项指标迅速好转了。

李锋说，此次操作与以往不同，全方位的
防护措施让本身活动能力受限，面罩压在脸

上，现场沟通也听不清，这都给操作带来不小
的难度。好在开展 ECMO技术 1年多来，公卫

中心的这支团队已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
仅用 3个多小时就完成了上机，比预计快了

一倍。

与命运抗争 8天后，小朱撤机，心肺功能
恢复，生命体征平稳，各项指标也趋好，从一

个混沌的世界重新回到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李锋很激动，他希望另两名使用 ECMO的患

者也能尽快好转。

替换心肺 先活下来
1月 22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用 ECMO

成功救治了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

者，属全省首例。刚刚公布的第五版诊疗方

案中也提出，有条件的重症患者应尽快使用

ECMO。

市公卫临床中心拥有 4台 ECMO设备，
可充分应对平时的抢救工作。为了更好地开

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救治，这次又从外院
紧急调配了一台设备，多名重症医学专家的

加盟，也让救治力量更加强大。
1972 年，ECMO 首次成功应用于 ARDS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救治，随后其

适应证不断扩大，已成为常规治疗方法无效
时挽救成人和儿童严重心肺功能障碍的必要

措施，既往在甲型 H1N1流感等重症患者中
已有使用经验。

“这次的疫情中，ECMO也成为了患者的
最后一道生命防线。”李锋说，ECMO是为进

一步治疗或为器官功能恢复争取时间而使用
的治疗手段，简单说就是把不堪重负的心、肺

暂时替换掉，它的功能是让人“先活下来”，而
不是“治病”，更不能“杀毒”。

一年多前，市公卫临床中心组建了专门

的 ECMO团队，涉及到多个专科，包括重症医

学专科医师、体外循环医师、麻醉科医师、高
年资护士等众多人员参与，经过了多次的理

论培训和模拟演练，才能安全有效地实施
ECMO技术。“ECMO技术难度高、手术操作

和监护要求复杂，需要专业的团队和娴熟的
技术配合，我们日常已将可能遇到的现实情

况模拟了几十遍。”李锋介绍。

死亡界线 重新划定
如今，ECMO不仅仅是一套先进设备，而

是重新划定了死亡的分界线。市公卫中心的

这支团队已成功运用 ECMO技术抢救过多名
患者，惊心动魄的抢救经历，见证了生命的来

之不易。每一例患者的成功救治，对李锋来说
都是“上天的礼物”。

去年中秋，一位浙江嘉兴的 41岁病人病

情危重，家属多方打听后考虑转院上海。为挽
救命悬一线的病人，上海和嘉兴两地医疗机

构联手启动 ECMO转运紧急预案，李锋团队
4人组成转运小组，带上设备一路奔袭与死神

赛跑。他们在患者床旁快速建立 ECMO系统，
最终成功将其转入上海公卫临床中心。几天

后，这名患者就痊愈了。
还有一名 18岁的男孩，来到上海公卫临

床中心看肺结核，不料查出腺病毒。入院 2天

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就插管了。李锋迅速做出
判断，与家属谈话后，给男孩上了 ECMO，6天

后，男孩康复出院。最近，男孩给医生发来照
片。看到男孩长胖长高了，李锋心里满是“成

就感”，他说，这就是医生的价值所在。
当然，ECMO也并非万能，它属于“不得

已”时的操作，有严格的适应证，不得滥用，也

并不适合所有人，甚至上了 ECMO还没有救
回来也是常有的事。每次，李锋都要跟家属详

细解释用 ECMO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后果。
他要让家属明白，过度神化 ECMO没有必要。

能否挽救回病人的生命，更重要是取决于病
人的病情发展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李锋也相信，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一定
会更多次赢得与死神赛跑时的胜利。

本报记者 左妍

    “我感觉是在汉口火车站被传

染的，那边距离海鲜市场很近。”20
多岁的王月（化名）昨天病愈出院，

离开住了两个多星期的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仔细回忆“行踪”，她

说老家的父母没有被感染，因此火
车站有最大嫌疑。到家后，她接受了

采访，“一开始很害怕，怕自己‘出不

去’了；后来逐渐定下心来，告诉自
己要乐观，把饭吃下去，把觉睡好。”

王月老家在武汉，生活在上海。
她春节前去武汉探亲，回沪后，1月

21日发现自己发烧了，体温超过
38℃。“我不敢相信，生病的人就这么

点，怎么会轮到我？”不过她还是马
上去医院看病，一进门就告诉护士，

“我是武汉的，发烧了。”
护士也很警惕，连忙通知上级，

“武汉的，发烧了！”周围患者赶紧散
开，王月被带到了隔离间。“一开始也

没告诉爸妈，怕他们在武汉担心。”王
月说，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她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静下心来回忆，
这些天去过了哪里，见过了谁，打电

话通知所有碰过面的亲朋好友，“我
确诊了，你们赶紧要隔离，千万不要

再出去了！”

她说，大家都很配合，也没有人

责怪她。有一位跟她一起吃过饭的小
姐妹特别担心，每天反复测量体温，

后来去医院也被隔离，结果病毒核酸
检验结果显示为阴性，虚惊一场！

到定点医院后，王月也转过两三
次病房。一开始的确很害怕，后来病

情好转，她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自

我调侃说，“以前工作忙，现在也算在
这里休息一下了。”“努力吃饭，努力

睡觉，这样才有力气对抗病毒啊！”
因为加了微信，几个年轻病友能

时常交流。一个女孩说很想出院，让王
月觉得很安心，“出院是迟早的事。”

也有人得知她是武汉的，会试探
性地询问她是否确诊、是否隔离。王

月说，刚出院时人比较累，也不想回
答。但跟她接触过的人，她很早就告

知了对方。“说多了也是传递恐慌，没
必要。现在治愈了，可以分享一下我

的经历。”
王月告诉记者，身边的朋友目前

都很健康，家人也没有发病。“大家都
相信科学，得知我出院了也没有排斥

我。只是说，暂时不来看我了，隔空问
候一下！”王月说，目前她打算继续宅

在家里休息一阵子，彻底把肺养好。
同时她也表示，“确诊了也不用害怕，

早点接受治疗，多喝水，多睡觉，保存
体力，保持心态，一定能战胜病毒。”

本报记者 左妍

瞬间医

3小时上机！撑起生命希望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病房三次运用 ECMO挽救危重症患者

    记者昨天拨通武汉市民李阿姨电话的时

候，她正在上海的家中收拾房间，电话里还传
来孩子咿咿呀呀的声音。1月27日，李阿姨和

丈夫姚先生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出
院。他们是本市第二、三例出院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患者。昨天是她回到家中的第12天，李
阿姨心情不错，“我恢复得很好，和普通人没

区别，生活也和大家一样。”

李阿姨和丈夫姚先生1月18日抵沪后被
确诊，1月27日出院。回到家中，李阿姨自觉

加入隔离“部队”，最近都没怎么出门，她说
自己没有心理负担，更没有遇到过任何异样

的目光。当有朋友打电话或发信息问候她，她
也会讲讲自己的经历，给大家打气鼓励，避免

焦虑。

她告诉记者，女儿一家经过了14天的隔
离后，也已经安全了。隔离时，她在手机上采

购一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由居委会安排送
上门。现在隔离结束，出门的次数也不多。“我

们响应政府号召，宅在家里做贡献。”李阿姨
笑着说。
“每天的生活很普通，就看看电视，做做

家务。”李阿姨说自己也不怎么刷手机，只是

陆续接到了一些单位来回访的电话。她说，自

己恢复得很好，胃口不错，睡眠也好。
她委托记者咨询专家，自己算不算“正式

解除隔离”？公卫临床中心医务部主任、感染
病专家沈银忠主任医师说，出院即证明康复，

不具备传染性，已经不需要再继续强制隔离。
沈银忠进一步解释，“病愈初期建议居家，不

要外出，是因为尽管病毒核酸为阴性，但身体

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健康状态，所以最好
在家休息。再加上这个季节呼吸道疾病本来

就高发，如果人刚出院就到处乱跑，肯定会增
加感染的风险。”得到这样的答案后，李阿姨

放心了，她打算近期开始帮女儿带孩子，分担
一些家务。

李阿姨的丈夫姚先生出院后还有一些咳
嗽症状。咨询了医生之后，她也安心不少，“医

生说，虽然出院了，但肺部吸收还需要一点时
间，这是因人而异的，咳嗽药先吃起来。如果

还是不舒服，一定要去看病。一个月后，我们
还要再去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让医生看看

恢复得如何。”
在上海治好了病，还得到了无微不至的

照顾；再看自家小区街道，防控措施十分到位
又不失人性化，李阿姨说一家人都很感动。

“我们康复了，也尽量不去麻烦别人。现在就
配合政府、配合医生，一起把仗给打赢了！”李

阿姨信心十足。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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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继续 心理没负担

“撤机！”昨天，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的 A3 应急病房传来好消
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情危重的
25 岁男性患者小朱（化名），经历了
8个日日夜夜，转危为安！让他重燃
生命希望的，是被称之为重症患者
“最后救命稻草”的 ECMO 技术。
市公卫中心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
李锋介绍，开出应急病房以来，已 3
次运用 ECMO 技术参与抢救，给
予危重症患者重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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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阿姨和丈夫 他们是来沪的武汉市民，

也是本市第二、三例出院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患者，1月 27日出院。

■ 王月 20多岁的她春节前去过

武汉，返沪后发烧，确诊后住进隔
离病房。昨天，她痊愈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