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3日讯 自动消
毒、 自动发药、 自动量体温
……面向病患的双臂协作辅
助诊疗机器人、 智能消毒与
巡检机器人等一大波机器
人，即将奔赴“战役”一线！记
者今日获悉， 湖南大学机器
人国家工程实验室目前正在
加快科技攻关。

据介绍， 面向病患的双
臂协作辅助诊疗机器人具备
语音交互、智能诊断、远程遥
控等功能， 可通过AI大数据
实现现场远程辅助诊疗，使
前线医务人员在不接触病患
的前提下完成测温、看护等。

而智能消毒与巡检机器
人能够自动无死角喷洒次氯
酸消毒液进行消毒， 同时还
可以自主巡逻， 具备移动式
红外测温筛查、 循环播报提
醒等功能， 实现远程可视化
指挥。此外，由实验室联合湖
南爱米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研制的用于隔离环境的药品
运输和双臂协作配药检测机
器人系统， 相关技术和设备
可协助医护人员完成病毒检
测、药品运输等工作。

机器人国家工程实验室
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
南表示， 团队研发的系列机
器人， 可辅助或代替医护人
员进行巡检、消毒、测温、诊
疗等工作， 实现机器人现场
网络远程视频监控和数据分
析研判等。 一旦投入使用不
仅可以缓解医护人员紧缺的
问题， 还可以极大地减少医
护人员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
度， 显著地降低二次污染和
交叉感染的几率， 大大提高
工作效率。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妍蓉

自动消毒、辅助诊疗……

“战疫”机器人来啦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
任。 省福彩中心坚决落实中央和
省委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
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 认真贯彻
省民政厅专项会议要求， 春节前
第一时间下发《关于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成立全省福彩系统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要求各市州中心相应
成立本市州福彩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成员为市州中心负责同志和所
辖县（市、区）福彩负责同志，并指
导县（市、区）管理部门成立领导小
组，形成三级应急机制及预案。

1月23日， 为防止人群聚集
和疫情蔓延， 省福彩中心紧急通
告全省停止福彩“刮刮乐”即开票
户外卖场销售， 成为全国最早一
批做出积极应对的省份。1月29
日， 省福彩中心率先发布了致全
省福彩从业者的倡议书， 依托湖

南福彩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湖
南福彩APP、各类业务工作群，以
及主流新闻媒体广泛宣传， 倡议
全省福彩从业者切实强化防范意
识，做好科学预防。2月2日，按照
省民政厅工作部署， 严格落实好
上班后的疫情防控， 省福彩中心
又出台返岗防疫“十条”措施，精
心编印《防控知识手册》，给力又
贴心。

省福彩中心多次以电话、微
信、视频会议、企业钉钉等方式传
达学习上级部门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做好各类值班值守工作。与
此同时， 全省各地福彩机构积极
响应省民政厅、 省福彩中心关于
疫情防控的部署和号召， 在当地
民政部门的领导下加大疫情防控
宣传，积极踊跃奉献爱心，齐心协
力打响疫情防控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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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战斗！”“加油！”……看
到“重症六人组”相继出场、斗志
昂扬的视频， 大家都纷纷感叹一
线的抗疫人员像“打了鸡血”一
般，激情满满。而据在朋友圈发布
这条视频的驰援长沙公共卫生救
治中心的护士刘津介绍， 在这里
抗疫的医务人员都来自“五湖四
海”，大家从不相识到成为生死战
友，互相之间的打气、加油是每天
工作的“前奏”。（扫报眉二维码看
视频新闻）

记者了解到，刘津是南华大
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肿瘤科的
一名护士，今年27岁，是一名年
轻的共产党员。新冠肺炎疫情开
始后，她自愿报名驰援长沙公共
卫生救治中心，并在请战书上写
下“我没娃、没男朋友，父母年轻
健康，我不去谁去”，也因此被大
家记住了这个开朗乐观的90后。

“我们来自长沙各地医院，每
天穿戴好所有防护设施后， 大家

会互相加油、鼓劲，再走进病房，
我们笑称这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仪
式感。”刘津说。

刘津告诉记者， 视频中前两
个出场的是来自长沙市四医院
ICU的罗晶和普外科的张洁琼，
别看视频中都像女汉子， 其实生
活中是不折不扣的大眼美女；第
三个是她本人； 第四位是来自浏
阳中医院急诊科的护士陶美芳，
柔柔弱弱的她做起事来却一直冲
在前面，从不喊累；最后两个出场
的是两名男护士， 一名是来自长
沙市一医院ICU的燕曦， 因疫情
推迟婚礼来到一线； 另外一名是
来自宁乡市中医院手术室的王建
文，他话语不多，但总说自己力气
大，脏活累活抢着干……

说到战友，刘津带着感动，还
有深深的骄傲和自豪，“我们约好
了，抗疫胜利、脱下防护服的那一
天，我们要一起吃火锅、喝啤酒，
不醉不归！”

本报2月13日讯 每年农历
春节前都是各公司各单位召开总
结大会、举办聚餐宴的旺季，但是
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春节， 总结
会、 聚餐宴却成了病毒传播的绝
佳时机， 湖南某单位就因为年终
的会议和聚餐导致9人感染新冠
病毒，这个教训值得深刻汲取。

病毒是怎么进行传播的？
给予我们怎样的警示？ 请看疾
控福尔摩斯进行的“侦查”。

1月中旬， 湖南某单位的张
先生、王先生和赵先生分别乘坐
高铁、大巴车、私家车前往湖北
某市参加集团举办的总结会，两
天后匆匆返回湖南。

第二天，赵先生参加完分公
司的部门会议后，又与张先生以
及另外11名同事一起参加了分
公司的年底聚餐，大家开怀畅饮，
好不热闹。 第二天早晨赵先生开
始咳嗽， 但是敬业的他并没在
意， 继续带病坚持在公司上班，

完成年前的收尾工作。
1月21日，咳嗽越来越严重的

赵先生不得不前往医院检查，被
医院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而隔离
治疗，29日经省疾控中心核酸检
测为阳性，正式被确诊。

随后，疾控中心立即在公司
开展了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对
密切接触者进行逐一排查。短短
的一周内， 该公司包括赵先生、
王先生和张先生在内共发现确
诊病例9例， 成为一起典型的公
司内聚集性疫情。

据调查，赵先生和张先生在
参加集团总结会期间，都曾在武
汉有过停留和中转， 病毒应该是
在这个时候潜入他们体内，带回了
湖南，又通过参加会议、共同办公、
一起聚餐等多种途径在公司内部
造成了病毒传播， 但到底谁是传
染源已经无法确定。■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马海玲 姚敏
钟群 邓志红

每天互相鼓劲，是他们战“疫”的前奏
长沙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重症六人组”： 从素不相识到“生死战友”

疫情防控,�责任在肩，湖南福彩在行动

9人被感染
公司内的病毒传播之谜
“疾控福尔摩斯”剖析传播轨迹

本起聚集性疫情发生在公司内部， 病例发病时间接
近，相互之间感染途径错综复杂，出差、参会、聚餐、办公、
交谈等多种接触形式并存，给传染源的确定和疾病防控带
来诸多困难。

疾控专家提示： 由于工作场所中人员的接触时间较
长，接触形式多种多样，需要从多方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单位复工复产后，在疾病流行期间，要建立员工健康卡制
度，加强员工健康监测，保持工作场所通风换气，做好环境
的清洁消毒，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员工聚集，控制会议频次
和规模，实施错峰就餐，有效防止病毒在办公场所的传播。

案例警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2020年2月10日， 习近平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
线，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搏、日夜奋战，展现了对
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面貌。在长沙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来自各个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每天为彼此打气、加油，为战胜疫
情而努力。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晶

药物配送全向移动机械手。

复工复产后，尽量避免员工聚集

全地形消毒移动机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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