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7
责编/楼世宇 叶飞 审读/胡红亚 美编/周斌 照排/车时超

天下 2020年3月20日 星期五

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
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

2020年2月7日，国家监委成立
调查组，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
生的有关情况依法开展调查。现将调
查情况通报如下。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3 时
38分，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
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
通报》说，“已发现27例病例”

“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并
称“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
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
员感染”。多家媒体对此进行
了报道。按照武汉市关于不
明原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安
排，武汉市公安机关依据传染
病防治、治安管理等法律法
规，以及市卫健委的情况通
报，对在网上出现的转发、发
布SARS等传染病信息情况进
行了调查处置。2020年1月3
日 13 时 30 分左右，武汉市公
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
与李文亮医生联系后，李文亮
医生在同事陪同下来到该派
出所。派出所副所长杨某安

排负责内勤的民警胡某与李
文亮医生谈话。经谈话核实
后，谈话人员现场制作了笔
录。李文亮医生表示，在微信
群中发有关SARS的信息是不
对的，以后会注意的，谈话人
员对李文亮医生制作了训诫
书。李文亮医生亦持有1份训
诫书，于 14时 30分许离开派
出所。谈话人员为内勤民警
胡某和1名辅警，胡某在训诫
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当
天值班民警徐某的名字。实
际上，徐某未参加谈话。

此前，李文亮医生在微信
群里发的信息被人在互联网上
大量转发之后，2019 年 12 月
31日上午，武汉市中心医院有
关领导和李文亮医生进行了谈
话。李文亮医生在谈话中表
示 ，他 把 未 经 核 实 的 有 关
SARS 等信息转发到同学群
中，目的是提醒群内同学注意
防范。医院让李文亮医生写一
份认识材料。至李文亮医生生
病住院前，其一直在医院眼科
医师岗位照常工作。

李文亮，男，满族，1985年
10月出生，辽宁锦州人，中共党
员，工作中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引发肺炎于2020年2月7日不
幸去世，生前系武汉市中心医院
眼科医师。

2019年12月，湖北省中西
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
后湖院区、武汉市红十字会医
院等陆续收治了一些不明原因
肺炎病人。12月27日，湖北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向医院报告
了其接诊3例不明原因肺炎患
者情况，医院将此情况上报武
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当天，
武汉市疾控中心安排给此3例
病人做了流行病学调查和检
测。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又报告发现4例来自
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不明原因肺
炎病例。武汉市卫健委组织专
家团队进行调查，当天晚上将
相关病人转诊至武汉市金银潭
医院。考虑到全市多家医院发
现类似病例，武汉市卫健委分

别于12月30日15时10分、18
时 50分在系统内下发部门文
件《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
治情况的紧急通知》《关于做好
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
通知》，要求做好不明原因肺炎
救治工作，全面开展华南海鲜
市场相关肺炎病例搜索和回顾
性调查。该两份通知分别于当
天15时22分和19时许被人上
传到互联网上。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7 时
30分左右，李文亮医生收到同
事发给他的信息，17时43分，
李文亮医生以“李文亮 武汉
眼科”昵称在微信群“武汉大学
临床04级”中转发、发布“华南
水 果 海 鲜 市 场 确 诊 了 7 例
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
急诊科隔离”等文字信息和1张
标有“SARS冠状病毒检出〈高
置信度〉阳性指标”等字样的临
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图片、1段时
长11秒的肺部CT视频。18时
42分，又在该群发布“最新消
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
在进行病毒分型”“大家不要外
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同
时，类似信息也出现在其他微
信群中。被人上传到网上的武
汉市卫健委两份部门文件，与李
文亮医生等人转发、发布的信
息，引发关注和讨论。

二、李文亮医生
接受公安机关谈话、
训诫和医院谈话情况

2020年1月10日，李文亮医生出现
发热，1月12日入住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
病房，1月14日转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三病区，1月23日转入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重症监护室，2月7日不幸去世。

2019年12月9日，李文亮医生从
眼科门诊轮转到眼科病房工作。2020
年1月6日，李文亮医生收治了一名82
岁的眼病患者。该患者1月7日发热，
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于1月23日病
逝。1月10日，李文亮医生开始发热，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1月12日，李文亮医生在武汉市中心
医院眼科二区住院，入院诊断为右眼急
性结膜炎、肺部感染。1月14日，李文亮
医生双肺感染加重，转入呼吸三区病
房。呼吸三区安排李文亮医生住单间隔
离，组织专人轮班护理，即时监测血氧饱
和度、心率、血压，给予呼吸支持和抗病
毒、抗感染、化痰、护胃等对症支持治疗，
使用激素和丙种球蛋白。1月15日至1
月18日，根据李文亮医生的病情，主诊
医生适时调整有关药物和治疗方式。

1 月 19 日，李文亮医生间断发
热。下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新冠肺炎院内医疗救治专
家组组长查看李文亮医生病情，提出
治疗意见。当晚，医院请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
授、武汉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为
李文亮医生会诊。

1月20日至22日，李文亮医生没有
发热，但喘气症状仍然较重。1月15日、
19日、20日、21日，新冠肺炎院内医疗救
治专家组组长、副组长等院内专家多次
查看李文亮医生病情并提出诊疗意见。

1月 22日 23时 50分许，李文亮
医生如厕后出现喘气、呼吸困难等症
状，血氧饱和度下降至88%，经治疗后
症状稍缓解。主诊医生再次告知其病
情较重，征得其同意后，于1月 23日
凌晨3时30分许将李文亮医生转入重
症监护室。

1月27日以前，武汉市包括市中
心医院在内的多数医院不具备核酸检

测资质和条件。经设施改造升级后，1
月2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开始试运行核
酸检测。1月28日、1月31日，医院先
后两次对李文亮医生做了核酸检测，第
一次结果为阴性，第二次结果为阳性。
1月31日，李文亮医生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

1月31日至2月3日，李文亮医生
无发热，呼吸急促有一定缓解，但精神、
食欲欠佳。2月4日中午，出现呕吐，咳
嗽频繁，伴喘息加重，经治疗后症状缓
解。2月5日，李文亮医生无发热，但静
息状态下仍有喘息、气促，床边胸片提
示右侧肺炎加重。2月6日，李文亮医
生肺部病变严重，且病情有进一步恶化
风险。经院内专家组会诊，建议转到条
件更为专业的后湖院区，经征得李文亮
医生及其家属同意后，于18时 20分
许，由主诊医生和两名护士陪护李文亮
医生转院区。18时55分许，到达武汉
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2月6日19时20分，李文亮医生
出现神志模糊，心率、血压进行性下降，
立即推注肾上腺素强心，开放血管通道
积极补液扩容提升血压。同时进行气
管插管，有创呼吸机维持呼吸，持续胸
外按压。21时30分，上体外心肺复苏
仪，辅助持续胸外心脏按压，继续进行
心肺复苏抢救，并给予积极的药物复
苏。22时40分许，使用医院从武汉亚
心医院借来的ECMO（体外膜肺氧合
机，俗称“人工肺”）对李文亮医生进行
治疗。经武汉市卫健委协调，北京协
和医院专家赶到抢救现场。2月7日
凌晨2时58分，李文亮医生心电图呈
直线反应，宣告临床死亡。3时48分，
医院发布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

组织抢救的医生说，李文亮医生是
我们的同事，又很年轻，我们不希望他
走，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不愿放弃，
当时没有想其他任何因素，就是想救活
他，所以抢救了很长时间。李文亮医生
的主诊医生表示，虽然没能挽回李文亮
医生的生命，但对他的治疗是规范的，
抢救是及时的，大家尽了最大努力。据
为李文亮医生会诊的院外专家讲，从李
文亮医生病案看，医院治疗比较规范，
能够根据病情调整药物和措施。医院
建议采取和实际采取的重要医疗措施，
均征求了李文亮医生或其家属意见。

由于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

当，执法程序不规范，调查组已建议湖北
省武汉市监察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纠
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
关人员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后，武汉市中
心医院成立工作专班，全面负责抚恤、
善后工作。2月7日下午，市中心医院
领导分别探望慰问了李文亮医生的父
母、妻子和孩子。应李文亮医生妻子
的要求，安排她和孩子在有关医院进
行休养。

经武汉市中心医院申请，武汉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认定李文亮医
生为工伤。根据有关规定，目前已全额
发放了工亡补助金，核发了丧葬补助
金。保险公司已向李文亮医生家属赔
付了捐赠保险（针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的一线医护人员）。武汉
市中心医院工会号召职工为李文亮医
生及其家属进行了捐款，武汉市红十
字会收到了定向爱心捐款，以上捐款
均已转交李文亮医生家属。3月4日，
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印发决定，表彰全
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先进个人，其中有李文亮医生。

国家监委调查组
2020年3月19日

三、李文亮医生发病、
治疗、抢救情况

四、李文亮医生去世
后抚恤、善后情况

五、工作建议

据新华社

一、李文亮医生
基本情况和转发、发
布有关微信信息的
背景及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