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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16日24时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94例

记者昨日视频连线驰援海河医院的儿科专家

78名患儿体温全部恢复正常
■ 本报记者 徐杨

我市本轮本土疫情中，最早的感染者中很多都是孩子，他
们也是首批入院治疗的患者。截至1月16日零时，我市本轮本
土疫情共有78例确诊患儿，孩子们在定点医院救治情况如
何？是否适应医院的生活？昨天上午，记者视频连线正在海河
医院治疗患儿们的市儿童医院及中医一附院儿科专家。据介
绍，截至昨天早晨，78名在院患儿体温已全部恢复正常。

市儿童医院驻海河医院医疗队领队、该院马场院区综合
内科主任医师翟嘉介绍，目前在院的78名确诊患儿，年龄以8
至12岁的学龄期为主，其中年龄最大的14岁，最小的2岁。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新冠肺炎患者，症状以咽干、咽痒
和流涕为主，上呼吸道的反应相较明显，部分患儿有干咳，发
热以低热为主。其中70多个孩子都是轻型，少数是普通型，
没有重症和危重症，肺部影像学没有明显的改变。

在这些患儿的治疗上，专家团队以多学科综合治疗为主，
同时给予对症治疗和营养支持。因为有的孩子年龄比较小，就
从关爱患者的角度出发，在家长身体条件允许、孩子病情允许
的前提下，将他们安排在同一个病房。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个

别的患儿被安排在了成人病区，儿科专家团队每天不仅要将儿
科病区所有的患儿看完，还要到其他病区为孩子们诊治。
“到海河医院快一周了，每天不仅要详细地诊察每个小

患者，观察他们的病情变化，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同时，为
了更好地和没有家属陪伴的小朋友们沟通，我们还要和他们
做朋友，让他们积极配合诊治。”翟嘉说。
“我和同事给孩子们进行中医查房，诊脉的时候因为孩

子手臂短寸口部位短，所以都是用一指切脉，专业上叫‘一
指定三关’。而且，我们都是两手同时诊脉，这样可以更细
致地了解病情。当我们和小朋友两手拉在一起的时候，距
离就拉近了。”中医一附院儿科主任李新民说，“张伯礼院士
非常重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短短几天就组织了三次专家
会诊，制定中医诊疗方案，通过电话指导工作。从目前的情
况看，患儿经中医治疗退热较快，咳嗽症状明显减轻。”

中医专家们为患儿采取了中西医结合、一人一策的治疗
方案，突出个体化治疗，中药汤剂也是一人一方。汤剂确实
有些苦，但是孩子们都特别乖，非常配合，绝大多数孩子都能
够服用中药。

李新民说：“我对他们说，一会儿我给你开点中药，汤药

味道确实很苦，但是它能够治病，能帮助咱们早点出院。咱
们坚强一点好不好？能不能吃？孩子们总是懂事地说，行！
虽然孩子们看不见我们的脸，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信任。”

病区里的患儿，有些没有家长在身边陪伴，但白衣天使
们给了他们无微不至的照护。孩子们年龄有差异，所以需求
也不尽相同。很多大一点的孩子带了手机进来，可以随时跟
家长视频。但为了让孩子得到充分的休息，护士们会要求他
们不要太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白天工作不忙的间隙，护士
们会用工作台手机让没带手机的孩子们和家长视频。晚上
值班的护士常常一夜不眠，哄小一点的孩子睡觉，入睡后也
要来回巡视，为孩子们盖好被子。

虽然绝大部分孩子都是首次离家单独生活，但患儿们的配
合和懂事超出了儿科专家们的预期。翟嘉说，孩子们远远比家
长们认为的要懂事，家长怕孩子在医院里既恐惧又紧张，其实
并不是这样。一位小朋友就曾说：“这次虽然没有爸爸妈妈在
身边，但是护士阿姨和叔叔一样可以帮助自己做很多事情，喂
饭、倒水、洗衣服……觉得他们就像爸爸妈妈一样温暖。”当然，
医护人员也会随时观察孩子们的情绪变化，随时做简单的心理
疏导，如果发现孩子情绪不好，还会及时找心理医生辅导。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在第171场天津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二级巡视员何鹏介绍了我市奥密克
戎变异毒株引发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情况。

1月16日0至24时，我市新增80例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包括津南区79例、东丽区1例；其中轻型54
例，普通型26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1月16日24时，我市本轮本土疫情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29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2例，其中8例转
为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在第171场天津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二级巡视员何鹏介绍，根据当前疫情
形势进展，我市动态调整社区管控范围。

津南区增加划定咸水沽镇博雅花园、金芳园，辛庄
镇汀芳花园，八里台镇双兴东里为封控区。其他封
（管）控区及防范区范围不变。

东丽区划定顶秀欣园小区13号楼2门为封控区；
顶秀欣园小区（除13号楼2门外）为管控区；华新街道
（除顶秀欣园小区外）全域，华明街道东至荣达路、南至
弘贯东道、西至康惠路、北至弘程东道范围，金桥街道
枫舒园为防范区。

何鹏表示，目前，我国境内仍有其他局部聚集性疫
情发生，针对外地来津人员我市仍坚持抵津前48小时
内核酸查验制度，中高风险地区来津人员实施集中隔
离，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来津人员实施居
家隔离，当地中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后，我市
管控政策相应终止。

我市动态调整社区管控范围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在第171场天津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心理专家
李洁表示，本轮疫情中有些确诊患者为未成年人，孩子
及家长难免出现焦虑、恐惧、无助等情绪。虽然应激状
态下短暂的情绪反应是正常的，但照护者们仍然可以
运用一些方法，帮助孩子平稳度过这段时光。

如果孩子正在接受治疗，家长应以理性的态度面对
孩子被感染，孩子被感染不是家长的错，没有必要过分责
怪自己和他人。要接纳自责和愤怒情绪，积极地调节。
可以通过视频、语音向亲人、朋友、心理治疗师表达这种
情绪；可以通过视频与孩子沟通，安抚孩子情绪。

正处于隔离期间的孩子，有的是和家长在一起，家
长除了安排好孩子规律的作息之外，还可以利用这个
机会与孩子加强交流，了解正确的病毒防护知识。对
于学龄前或小学低年级儿童，可以通过讲故事、玩游
戏、角色扮演等方式与孩子交流。

对于处于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居民，李洁希
望大家关注官方信息，听从政府安排。接纳自己的情
绪，理解恐慌、担心、焦虑等都是当前情况下正常的情
绪。躯体稳定是情绪稳定的基础，要加强对自身躯体
的照料，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鼓励跟家人、朋友、同
学、同事交流。尽量用语音、视频等加强与外界的联
结，构建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爱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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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稳固社会支持网络

做好疫情期间心理调适

■ 本报记者 刘国栋 通讯员 单福春

“机器一分钟都不停，人员轮番‘上阵’。”这几天，张甜
和她的团队变身“拼命三郎”，与时间赛跑，力争在最短时间
内完成核酸检测任务，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居民日常生活
的影响。

为尽快出具每位居民核酸检测结果，作为东丽区城市检测
基地质量负责人的张甜，临时组建了100余人的“突击队”。“从
9日上午起，送来的样本猛增，大家埋头苦干，只想早些完成检
测。”张甜说，16日进入高峰，时间紧任务重，工作人员三班倒、
机器24小时不停歇，“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快检验出
结果，以便实施有效控制，保护人民健康安全。”

东丽区在15日的核酸检测筛查中，检出1例初筛阳性人
员，16日下午开始全员筛查，17日早晨再次在重点区域金桥、
华明、华新三个街道开展筛查。随着筛查频次加快，检测基地
收到的核酸检测样本数量不断增加。从9日到17日，共检测
近80万份样本。

隔着无菌实验室的大幅玻璃，一箱箱密封保存的核酸样本码
成了“小山”，8名紧张忙碌的工作人员“全副武装”。张甜介绍，检
验员都要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必须严格按要求穿戴三级防护
装备，三层乳胶手套、N95口罩、防护镜、面屏、一次性鞋套、连体
防护服、隔离衣等，一个也不能少。“多台机器同时运转，即便开
着空调，半小时不到，核酸检验员防护服内的衣服都会湿透。”

拧开每个装有咽拭子样本的试管，用移液器吸取标本进
行核酸提取，再通过核酸扩增区让病毒变多，方便机器检出结
果……整个过程需要检验员“快、稳、准”的精确操作。

记者了解到，每份样本从进实验室到出结果，大约需要4
小时。其中，核酸提取环节的加样必须手动完成。“尽管隔着
手套，不少检验员的手指都被磨破了，连拧矿泉水瓶盖都很困
难。”说到这，张甜既心疼又骄傲，正是每个人的不辞劳苦，才
确保了检测结果的及时、准确。“对于结果有异常的样本，我们
要进行复查复核，不错判一例，也不能错放一例！”

为提高工作效率，让流程无缝衔接使检测设备使用效率最
大，高质高效完成任务，张甜带着她的团队把家“搬”到了办公室，
争分夺秒、日夜赶工。“关键时候，每个人就是靠一种信念在工作，
就是舍小家为大家，很多人连续工作都超过了12小时，但没有一
个人喊苦喊累。”张甜说，“我们快一点，外面风险就少一点。”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为科学高效控制疫情蔓延，避免交
叉感染风险，建设集中隔离点成为当务之急。近日，天津地铁
建设者们积极投身隔离酒店改造工作，以实际行动筑牢疫情
“防火墙”。

1月14日11时，天津地铁8号线项目公司接到通知，要求
将两个现有商务酒店改造成集中隔离点。公司所属单位十八
局和大桥局项目部仅用1小时，就分别组建了青年突击队和
党员先锋队。此次隔离用房改造工程共改造客房197间，15
日6时，两个酒店改造工程全部完工。

16日21时，天津地铁8号线项目公司再次“迎战”，需将
河北区两处公寓133间房间改造为隔离点。建设者们随即出
发，他们分工明确、有条不紊，17日12时全部完工。

1月16日21时，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工程土建3标项目
部接到驰援津南区隔离点建设的紧急通知。22时，项目部
第一批支援者46人到达改造酒店。经统一部署，项目部分
为两组前往任务点，连夜进行地板革铺设、封闭排风口等改
造施工。

17日8时许，该项目部第二批支援者50余人到达任务点。
上午11时，共计62个房间的主要改造施工全部完成。同时，还
抽调了40余名人员支援其他近30个房间的改造工作。
“河西区需要改造升级一处隔离酒店，工期紧，任务重！”

14日，接到通知后，天津地铁11号线项目总经理部盛治水带
队，全线各标段负责人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前往酒店施工作
业。截至17日中午12时，已完成隔离酒店房间改造400余
间，铺设电线3000余米，安装电磁门100余个，全部达到使用
标准。

地铁建设者日夜奋战

酒店“秒”变隔离点

来自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7 时 40分，康女士拉开窗帘，一轮红日从林间冉冉
升起……
“孩子，该起床了。”她笑着叫醒了9岁的儿子，整理床

铺、洗漱、对房间消毒……8时，敲门声响起，身穿防护服的
工作人员送来早餐：鸡蛋、牛奶、面包、皮蛋粥、什锦小菜
等，母子俩高兴地吃了起来。这是康女士陪着儿子从津南
区来到蓟州区隔离点，开启一天隔离生活的剪影。

天津本轮新冠疫情中，第一批被感染者来自津南区的
一所托管班，许多小朋友成为密接者。1月10日以来，蓟州
区的隔离点分批接收了300余名“津南娃”。连日来，该区
全面做好相关服务，确保让孩子们度过一个跨越春节的21
天“特殊假期”。

让孩子们吃住都舒服

“我们隔离点共100多名孩子和陪护家长，每个房间都
超过20平方米，宽敞整洁、干净卫生。为了让孩子们温暖
过冬，我们集中供暖，房间里还有空调，室温都达到20℃以
上。”隔离点负责人巩振生告诉记者。每个房间配有洗漱
用具、电热水壶、一次性纸杯、瓶装矿泉水、消毒的喷壶
等。隔离点专门安排医务人员上门给孩子和家长进行核
酸检测采样，有关部门还提供中药配方颗粒……

为确保孩子们吃饱吃好，隔离点提供的午餐和晚
餐都是荤素搭配，有鱼、虾、肉和蔬菜等。巩振生介绍，
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赶上特殊的隔离期，所以
他们要求配餐单位特别注意营养搭配，保证孩子们所
需的营养。为了让孩子们吃不腻，他们还适时调整菜
谱，根据孩子们喜欢的口味，精心制作花样多、味道好
的“儿童餐”。

让孩子们在房间不烦躁

按照疫情防控集中隔离规定，每名孩子都要待在房间
里。为了让孩子们待得住、不烦躁，保持身心健康，蓟州区教
育工作者积极做工作、献爱心。

儿童，离不开玩具；学生，离不开文体用品。为了让孩子
们练身体、学知识，蓟州区第一小学美术老师周宗怡，捐赠了
价值16000多元的彩笔、彩纸、胶棒等美术用品，尤古庄小学
老师杨杰捐赠了跳绳、毽子、跳棋、军棋、五子棋等价值8000
多元的文体用品。

康女士告诉记者，儿子收到礼物后特别高兴，吃完饭休息
后，就开始在房间里踢毽子、做拍手操等，然后坐下来利用彩纸
制作鞭炮、福袋，并用彩笔绘画，每天生活很充实。

让孩子们感到这个冬天很“温暖”

为让隔离的孩子们学知识，蓟州区委宣传部特意联合区教
育局、团区委、区关工委等部门，为孩子们专门策划制作了“风
雨洗礼 冬日暖阳”主题线上冬令营“线上微课”，每天上午准时
推送相关公众号，涵盖音乐、美术、体育等内容，供孩子们观看。

针对孩子们喜欢看动画片的需求，蓟州电视台专门调整了
节目安排，把11时到18时的电视节目，全部改成了孩子们喜欢
的励志动画片，让勇敢的卡通朋友伴随他们一起战胜困难。

蓟州区关工委“五老”爷爷们亲自上阵，给孩子们捐赠了
《盘山抗战故事100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幼儿教育拍手
歌》等图书，并精心录制“五老讲述中国故事”视频，让孩子们从
“抗美援朝”“两弹一星”的英雄楷模故事中汲取勇气和力量。

目前，蓟州区相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筹划制作一台网上
联欢会，将在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播出，届时蓟州区少年儿
童将表演精彩的文艺节目，并通过视频、电话等跟津南孩子们
互动联欢，一起欢乐过小年。

300多名“津南娃”在这里怎么样
——蓟州区倾心服务保障隔离点内孩子们的“特殊假期”

夜幕下的津南区北闸口第一小学核酸检测采样现场。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东丽区城市检测基地检验员团队

“我们快一点，
外面风险少一点”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16日18时
至1月17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02例（中国籍452例、菲律宾
籍11例、美国籍5例、乌克兰籍4例、波兰籍4例、印度籍3
例、法国籍3例、意大利籍3例、委内瑞拉籍2例、韩国籍2
例、日本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例、哈萨克
斯坦籍1例、立陶宛籍1例、西班牙籍1例、新加坡籍1例、印
度尼西亚籍1例、马来西亚籍1例、突尼斯籍1例、缅甸籍1
例、摩洛哥籍1例），治愈出院422例，在院80例（其中轻型
31例、普通型49例）。

1月16日18时至1月17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
入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500例（境外输
入473例），尚在医学观察54例（本土14例，境外输入40
例）、解除医学观察377例、转为确诊病例69例。

第500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台湾籍。1月16日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
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
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43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
44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45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第45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昨日从海
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425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院
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月17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
密切接触者27949人，尚有859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我市新增本土病例情况另行通知。

疫情快报

1月16日18时至1月17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