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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全国的一系列防控救治措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 MLN"=(疫情得到遏制"普通群众的
正常就医需求陡增"做好 @C̀ MLN"= 救治同时保障非 @C̀ MLN"= 患者日常所需医疗服务则成为目前的工作重
心) 眼科临床诊治中不可避免地与患者近距离接触"有较高的感染风险) 本文主要分析疫情后期非 @C̀ MLN"=
患者定点救治医院眼科医护人员工作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防控建议"希望在确保非 @C̀ MLN"= 患者
眼科诊疗活动安全及质量的同时"有效阻断新型冠状病毒在医院内的传播流行"保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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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年 "$ 月以来"@C̀ MLN"= 疫情在武汉暴发并蔓延至

国内外"在全国各级医疗机构人力和物力的大力支持下"武汉

的医疗秩序重组并投入严峻的抗疫过程中) 作为武汉市青山

区一家大型综合性三甲级医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承

担着 @C̀ MLN"= 患者及普通患者突发病*慢重症疾病的诊疗工

作) 随着 $'$' 年 6 月以来疫情的逐渐控制"根据武汉市疫情

防疫指挥部要求"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转为本区唯一的

非 @C̀ MLN"= 患者诊疗医院) 虽然医院的医疗对象转变为非

@C̀ MLN"= 患者"但是由于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位于我

国疫情暴发中心"又因 @C̀ MLN"= 患者的症状和表现非常多样

化且存在无症状病毒携带者
+", "因此给临床诊治和医务人员的

防护带来了很大困难) 作为参与疫区抗疫期间的医务人员"我

们根据武汉在疫情暴发期间本院医疗工作的特点及眼科医疗

工作情况"对疫情后期非 @C̀ MLN"= 定点救治医院眼科医护人

员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旨在在

确保非 @C̀ MLN"= 患者眼科诊疗活动安全及质量的同时有效阻

断新型冠状病毒 ' $'"= 29\1,89Q92*\+QXP"$'"=N2@9̀ (的传播和

流行"保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也为全国正待复兴的眼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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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有用信息)

B8医护人员在医疗过程中的自身防护现状

疫情暴发期间"疫区各医院医务人员均组织学习和了解
@C̀ MLN"= 防控相关知识 +$, "做到熟练掌握六步洗手法及二*三

级防护的医用防护服穿脱顺序
+6bK, "在岗人员每日测量体温并

做好登记"在常规一级防护的同时"对有患者飞沫或分泌物喷

溅感染风险的近距离检查*操作或手术做好三级防护) 每位患

者初诊时均应询问或了解患者是否为 @C̀ MLN"= 康复期患者及

有无该病患接触史*近期是否发热等疫情相关史) 目前医护人

员的防护意识增强"所有眼科检查设备均做到每使用一次则用

乙醇喷洒或擦拭消毒一次"如 ?型超声探头等需接触患者眼球

的检查设备须在乙醇消毒并用生理盐水棉签清洁后再使用)

目前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医用帽*一次性检查手套*防护服*

隔离衣和护目镜等医用防护用品均已能够满足临床需要"但临

床诊疗过程中发现有个别医务人员思想松懈"在接触患者前后

未能按照标准方法正确*及时洗手"带来很大的交叉感染风险)

C8医疗机构门*急诊诊疗现状

疫情发生之初"由于疫区医疗资源大部分投入到 @C̀ MLN

"= 患者的救治中"导致部分普通疾病*慢性病患者无法得到充

分*及时的治疗"武汉大多数医院部分学科启动或增加了互联

网线上诊疗工作"但是这并不能够满足广大患者的需要) 目前

通过一系列抗疫措施"@C̀ MLN"= 新增病例明显减少"此外由于

疫区人群经过长期的居家隔离"普通人的正常就医需求陡然增

加"在仍实行各小区封闭管理*社区协调预约就诊的情况下"作

为武汉市青山区唯一开展眼科医疗服务的医院"眼科门诊量急

剧增加"眼科的医疗活动秩序和管理明显与以往不同)

虽然在医院所有入口处设立人体体温监测点并采取门*急

诊红外线体温计对来院患者进行体温检测"但人流量较大时仍

会出现漏检情况"故眼科门诊可分设分诊护士对隔离候诊区域

和诊疗区域负责"再次对患者体温进行测量"为未佩戴口罩或是

佩戴单纯棉质口罩者发放外科口罩并指导患者正确佩戴) 候诊

患者之间及医患接诊*问诊间距保持 " )以上"原则上陪同就诊

人员不多于 " 人"诊区严格执行.一人一诊一室/原则 +&, )

患者需要行特殊检查时尽量不要采用太近距离接触患者

的检查方法"比如可采用眼底照相*光相干断层扫描 '9IS+8*,

89.1Q1281S9)9UQ*I.V"C@D(等检查方法代替直接检验镜检查以

诊断或排查眼底疾病#采用非接触喷气式眼压仪代替 A9,O)*22

压平眼压计及手持便携式眼压计测量眼压"以减少接触感染"

并做到仪器每使用一人则消毒液喷洒擦拭消毒一次#采用废旧
@D片制作裂隙灯显微镜隔离挡板"除做到每接诊一位患者消

毒一次外"检查时尽量减少医患言语沟通 +5b%, ) 各诊室*检查

室*治疗室及相关连接通道应用紫外线灯照射 K& )+2"每日两

次#采用一次性过氧乙酸喷洒消毒#门诊手术间应重新布局"清

洁区和潜在污染区之间及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之间设有缓冲

间"手术时医护人员做到三级防护"手术完毕后做好废弃物管

理及手术室的消毒工作)

受疫情影响"门诊患者虽然增多"但对比去年同期仍明显

减少"结膜炎患者居多"但不乏要求排查 @C̀ MLN"= 的待复工健

康群体) 虽然目前眼科已经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日常医疗

服务保障"但进行近距离有创操作或住院治疗前仍要求患者行

肺部 @D检查及血常规检查"初步筛查 @C̀ MLN"="未发现异常

者则进行进一步治疗"发现有异常者在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的情

况下完善病毒核酸检查或 @C̀ MLN"= 抗体检测"并请院内感染

专家会诊"排除 $'"=N2@9̀ 感染后方可再次操作#若不能排除

疑似病例者"视情况收住隔离病区或建议定点医院就诊#对于

倒睫*白内障*翼状胬肉等有手术指征的患者"既往多建议直接

手术治疗"但目前处于疫情后期"应给予患者两种选择"即暂时

对症治疗*待疫情完全结束后再行手术"亦或现阶段完善检查

排除 @C̀ MLN"= 后手术治疗) 大多数患者表示理解并选择前

者"有少部分患者认为检查过多*花费过多及等待时间过长不

能接受)

D8疫情后期眼科住院患者诊疗现状及建议

眼科住院部根据院感要求划分为普通病区和隔离病区"住

院患者须经门诊筛查确定为非 @C̀ MLN"= 后方可收住眼科普通

病区"若患者生活能够自理"建议不留陪护人员"但目前眼科住

院患者多年迈"生活自理能力差"故要求最多固定陪护 " 人"且

陪护者也应排除 @C̀ MLN"= 患者) 患者及陪护人员每日监测体

温"谢绝访视"确有需要可为患者亲友提供电话联系及病情问

询方式) 病区有条件时尽量一人一房"待收住患者增多后再根

据情况作相应调整) 不能排除合并 @C̀ MLN"= 感染的就诊患者

如收住眼科隔离病区要禁止外出"饮食由医院后勤提供送餐服

务"按规定完善两次病毒核酸检查及抗体检测"必要时再次复

查肺部 @D及血常规检查"请感染科会诊后行相应处理) 病房

每日清洁至少 $ 次) 消毒遵循先外后内*先上后下的原则"依

次对门*地面*家具*墙壁等进行消毒) 根据病房位置"视情况

开窗通风
+E, )

住院手术患者手术时尽量采用局部麻醉"必须采用全身麻

醉时气管插管应使用标准快速顺序诱导插管"尽可能使用肌肉

松弛药物"最大程度地避免患者呛咳而增加飞沫传播风险"避

免医务人员感染) 手术间内应尽量简洁"手术人员尽量精简"

所有手术相关人员采用三级防护"手术结束后加强消毒隔离措

施"通知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进行终末消毒) 术后患者送入隔离

病房"监测患者体温"若术后持续 $ 日无发热和 @C̀ MLN"= 表现

则可转入普通病房)

虽然目前根据医院感染管理要求眼科防控措施已趋完善"

但这些要求对患方并无强制措施"目前仍存在眼科住院患者家

属因恐惧院内感染不愿陪护以及因费用问题其陪护拒绝

@C̀ MLN"= 筛查及住院患者拒绝复查*患者或陪护仍自由活动

等情况"可能增加院内交叉感染风险"导致防控效果失败)

98疫情期间医护人员身心健康状况

疫情期间"各专科医务人员为支援院内感染病区的扩建和

武汉市方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运转而分批次转岗"目前仍有

!'%6!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K 月第 6E 卷第 K 期#@.+2 _(ZI CI.S.*,)9,"?IQ+,$'$'" 9̀,76E"Y97K

Q2xvdWRWZXJzaW9uLQo?



一部分专科医务人员在抗疫第一线"因此眼科实际在岗人员并

不充足"疫情期间一些医护人员曾首次亲历家人*朋友*同行*

同事入院*抢救甚至离世等事件"目前仍存在心理障碍#一些医

护人员因工作需要*担心传染家人等各种原因不得不主动隔离

至医院安排的酒店"长期隔离后的人际距离感*长久疏离家人

的失落感*对亲属和家人身体的担忧*对不能陪伴和辅导孩子

生活和学业的愧疚产生的无力感"均会引起恐慌或焦虑情绪)

此外疫情后期医护人员所住的隔离酒店因欲复工而提前修整"

但各区间仍无交通工具运营的现状"其所面临的住宿问题*交

通问题*自身可能存在潜在病毒携带者的问题等都成为医务人

员的沉重心理负担)

我们针对 $& 位眼科医护人员进行了一项简单的问卷调

查"内容包括.你觉得疫情已经到后期了吗2 你觉得现在眼科

的防护措施有效吗2 你觉得工作时可能被感染吗2 针对择期

手术患者你选择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2 急诊手术你会选择

做'配合(吗2/"其中认为疫情已经到后期者占 "''d"认为眼

科的防护措施有效者占 =$d"认为工作时可能被感染者占

%$d"对择期手术患者选择保守治疗者占 E'd"选择急诊手术

会参与者占 "''d)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 <1,TN;*S+2U?2Z+1SV

<8*,1"<?<(对眼科医护人员心理状况和情绪变化进行调查分

析时发现"$%h$%d的医生和 6&h%"d的护士均存在焦虑情绪)

J8讨论

通过国家层面及时采取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对 @C̀ MLN

"= 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目标已逐步实现"疫情得到有效

遏制) 全国新增 @C̀ MLN"= 患者均明显较少"武汉地区的新增

病例仅为 $ 位数"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呈现积极向好的态势) 随

着疫情的控制"目前普通群众的正常就医需求突然成为新的问

题暴发点"@C̀ MLN"= 救治同时保障非 @C̀ MLN"= 患者日常所需

医疗服务成为目前的工作重心
+=, ) $'$' 年 $ 月 $6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统筹推进 @C̀ MLN"=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

署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统筹做好其他疾病患者医疗救治工作"

做到急重症患者救治有保障*慢性病患者用药有供应*一般患

者就医有渠道
+"', ) 目前武汉市多家医院成为非 @C̀ MLN"= 医

疗定点医院)

@C̀ MLN"= 具有潜伏期长*传染性强*可危及生命*人群普

遍易感的特点
+""b"$, "且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无症状感染者也可

能成为传染源"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

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

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 目前暂无眼部是否为 $'"=N2@9̀ 传

播途径的确切证据"但已有以结膜炎为首发临床表现的

@C̀ MLN"= 患者的相关报道 +"6b"&, "且在 @C̀ MLN"= 患者中已有

结膜刮片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报道
+"K, "疫情以来住院患者和

医务人员已成为 $'"=N2@9̀ 感染的高危人群
+"5&, "多名眼科医

务工作者在临床工作中相继感染"使眼科医护人员在工作中更

加谨慎"因此逐步恢复日常诊疗秩序并不意味着疫情防控的放

松"面对来源复杂且逐步增加的就诊人群"对眼科乃至医院的

疫情防控能力反而是更大的考验)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眼科患者有如下特点$'"(人数虽

然呈整体上升趋势"但较去年同期仍明显减少"可能与担心疫

情*交通不便等因素有关#'$(患者多于上午 =$6'b"'$6'*下午

$$''b6$'' 时间段来院求医"人员集中#'6(大多数患者态度较

好"但求医过程中稍不顺心即烦躁"可能与长时间居家隔离*情

绪无法疏泄有关"需要更多地沟通和疏导#'K(由于防治疫情的

需要"眼科做了许多防护措施"如特殊检查*治疗或收住院前须

完善肺部 @D检查*血常规检查及病毒核酸检查项目"以及制定

新的陪护和探视规定等"虽然大多数患者能理解"但仍有部分

患者不能接受和配合#'&(为复工需要"门诊来院体检要求排除

@C̀ MLN"= 患者明显增多#'5(大多数择期手术患者目前要求保

守治疗"待疫情结束后再考虑就医"甚至某些青光眼急诊患者

也要求暂时保守治疗)

眼科医护人员基本能够做到防护到位"但在患者过于集中

时仍可能会忽视接触患者前后洗手时长不够或未按照.六步洗

手法/规范洗手问题"反映了防护意识不够"医院感染的防控工

作需要在日常医疗工作中时刻铭记"并且医院质控部门需加强

对日常医疗工作的监察管理#另一方面也应进一步加大网络预

约力度"精确管理"使门诊患者分人数*分时间段就诊"避免人

群聚集而增加交叉性感染风险)

我们的问卷调查表明"眼科医护人员对现阶段疫情形势积

极乐观"对目前医院及眼科采取的防护措施持肯定和认同态

度"但普遍担心在工作或科内休息时被患者或同事感染"对择

期手术持谨慎小心的态度"这可能与其临床工作性质需近距离

接触患者*在多个环节存在职业暴露和交叉感染风险有关) 特

别是多位眼科同行的严重感染和不良结局给医护人员带来了

一定的心理负担"而且疫情后期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更让他们恐

慌和焦虑) 目前一些医疗机构已通过各种形式的心理辅导平

台指导医护人员进行自我疏导"但对医务人员的心理疏导工作

仍需加大组织协调力度"以解决实际困难"消除因高强度*高压

力工作或由于成为隔离人群而产生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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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囊肿合并息肉样脉络膜血管病变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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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K& 岁"因双眼视网膜脱离 $' 年于 $'"K 年 5 月在

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就诊) 既往史$$' 年前头部外伤""==' 年外

院行左眼视网膜脱离复位术"双眼屈光度约b6h'' L) 眼科检

查$右眼裸眼视力为 'h'""左眼光感#右眼眼压为 "% ))[U

'" ))[Uo'h"66 W>*("左眼 "" ))[U#双眼晶状体后囊混浊#右

眼可见陈旧视网膜脱离.划界线/"黄斑区淡橘色不透明球形隆

起) 左眼隐约可见陈旧视网膜脱离) 彩色超声多普勒成像

'89,9QL9II,1Q+)*U+2U"@LM(示双眼视网膜脱离"右眼视网膜囊

肿"呈类圆形"其内低回声信号'图 "() 临床诊断$右眼视网膜

囊肿'血性("双眼陈旧性视网膜脱离"双眼白内障) $'"K 年 =

月行右眼玻璃体切割p视网膜切开p重水注入p眼内光凝p硅油

填充术"术中行视网膜切开吸出囊内液体) 术后 6 个月右眼视

网膜复位良好"光相干断层扫描 '9IS+8*,89.1Q1281S9)9UQ*I.V"

C@D(示右眼黄斑区视网膜囊样水肿'图 $() $'"5 年 " 月行右

眼白内障超声乳化摘出术p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术后 $ 周右眼

黄斑区橘色隆起"可见视网膜下片状深层出血 '图 6(#C@D示

右眼黄斑区视网膜囊肿形成伴视网膜劈裂 '图 K() $'"5 年 5

月右眼后极部视网膜浅脱离"颞下血管弓处可见橘红色病灶

'图 &(#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TX2OXPT,X9Q1P81+2 *2U+9UQ*I.V"

aa?(示右眼颞下血管弓病灶荧光遮蔽"吲哚青绿血管造影

'+2O98V*2+21UQ112 *2U+9UQ*I.V"M@A?(示病灶异常脉络膜血管网

及息肉样强荧光'图 5(#C@D示视网膜内巨大囊肿"囊腔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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