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乡村之家被隔离 7 天后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从 武 汉 返 回 后 的 第 11
天， 她 开 始 发 烧，3 天 后，
两岁的女儿也开始发烧，在
她被隔离的第 4 天，71 岁的
父亲因为发烧和她隔离在同
一病房。34 岁的她说一直有
信心，一家人就是普通的感
冒。2 月 2 日，她在被隔离 7
天后，等到了一家三口的最
终结果：解除隔离。

2 月 3 日，今日女报全媒
体对 1 月份去过武汉的株洲茶
陵方菇凉一家的经历进行了报
道，引起了广泛关注。第二天，
仅今日女报头条号，该报道阅
读量就达到了 141 万。

34 岁方菇凉的平静生活

是从 1月24日（大年三十）下

午发烧时被打破的。

彼时，湖北武汉因为蔓延

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封城近两

天，方菇凉所在的位置是湖

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秩堂镇毗

塘村，距离武汉近 600 公里，

但半个月前的一次武汉之行，

让方菇凉自觉地把这次发烧

和新冠肺炎联系了起来。

“从武汉返乡、有武汉暴

露史的人要自觉隔离！”方菇

凉说，每天打开手机便有类似

的信息扑面而来。不过，让方

菇凉稍稍感到欣慰的是，跟

她一起从武汉回老家的丈夫

阿俊以及两岁的女儿丁丁身体

没有异常。

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方

菇凉本能地跟家里老人和小

孩保持了距离。

“虽然高烧到 39 度，但我

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我觉得

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方菇

凉说，她当时觉得，吃点药就

会好。

1月27日上午，大年初三，

方菇凉发现，自己的烧没有退

下来，女儿丁丁也有了发烧的

迹象。

在秩堂镇卫生院，医生听

说方菇凉一家是从武汉回来

的，又有发烧的情况，便第一

时间报告给了新冠肺炎定点收

治医院——茶陵县人民医院。

此消息不胫而走。很快，

“毗塘村一个武汉返乡家庭感

染不明肺炎”的消息在朋友圈

疯狂传播。

“我特别要提醒一点的是，

不是发烧的人都是这种肺炎，

专家都说了，这只是少数。”性

格开朗的方菇凉说，我们可以

警惕，但不能恐慌。

方菇凉的话，在 2月3日下

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一份

官方发布文件中也得到了体现，

该文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自被确定为长沙市发热门诊定

点医院以来，经过多天的摸索，

积累了关于发热患者筛查的几

点经验，发热病人更多的是流

感，民众不必过度恐慌。医院

总结临床数据发现，截至 2020

年 2 月 2 日， 医 院 接 诊 的

1025 例发热患者中，阳性

患者15 例 ( 均已转往长

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

心接受进一步治

疗 )，约占1.5%，

说明阳性检

出率还是

比 较

秩堂镇毗塘村距离最近的

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茶陵

县人民医院不到 50 公里。

1月27日下午，方菇凉和

女儿丁丁被丈夫阿俊送到茶

陵县人民医院。在医院按程

序严格检查后，结果显示，方

菇凉和女儿丁丁的体温正常。

在留观了一个晚上后，体温稳

定的丁丁被父亲阿俊带回老

家，方菇凉则在医院隔离。

说是隔离，其实跟平时住

院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方菇凉

说：“当时跟我一起在茶陵县

人民医院隔离的，不到10 个

人。我们每个人一间病房，有

空调和卫生间。”

在医院隔离的时间里，方

菇凉仔细回忆了这次短暂的武

汉之行。

1月10日，她带着两岁的

小女儿丁丁和丈夫阿俊一起自

驾车去了武汉。到武汉后，一

家人住在武汉市武昌区的酒店

里，1月13日返回了丈夫阿俊

的江西萍乡老家，1月16日回

到她位于湖南茶陵县秩堂镇

的老家过年。

“在武汉不到三天的时间

里，我们除了去过一次大润发

超市以及武汉市洪山区玩以

外，几乎都在酒店呆着，

没有去过人员聚集的

地方，没有搭乘公

共交通工具。”

方 菇 凉 说，

这让她有信心，自己和家人都

不会有事。

不过，让方菇凉感到紧张

的是，1月31日下午，其年过

七旬的父亲也因为发烧被送

到了医院。

这个情况引起了当地有关

部门的高度关注。很快，株洲

市有关专家带着检测新冠肺

炎的核酸检测试剂盒来到茶

陵县人民医院。方菇凉和女儿

丁丁以及七旬父亲都被列入

检测对象。

等待结果，是方菇凉一家

最难熬的时间。

“我虽然对我自己的身体

很有信心，但我从新闻里看

到，权威专家说，有的人自己

没有问题，但可能是病毒携

带者，会传染给免疫力弱

的人。我爸爸毕竟 71岁

了。”方菇凉说，她

跟父亲同在隔离

病房，经常互

相鼓励。

意外   武汉返乡母女相继发烧

紧张   隔离 4 天后，她等来了发烧老父亲

网友留言>>

该报道推出后，引起了众多网友关

注。仅今日女报头条号，该报道阅读量就

达到了141万。

“66 你好明天”：突然发现什么车子啊房子啊都不重要，只要命

还在，一家人能健康地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丹丹姐”：庆幸这一家子没事，不过这种做法是对的。

“这么生僻的名字”：非常时期，还是要摆正心态，不是别人对你有偏见，你不为别人，也要为

自己考虑，为自己家人考虑。

“用户 2493195834086”：当地的做法非常好，为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点赞！

“晴朗”：传言你家得了，并不可怕。毕竟你去了武汉，还去了医院还发烧。虽然有点委屈你们，但是让大家提高警惕。

“梦绮”：国家有防控措施，政府在全力以赴落实防治，作为公民应积极配合，从疫区出来就要有主动报告和隔离的意识。谣言止于智者，

但防控不是谣言，这是战“疫”。

安心    隔离 7 天后等到了最终检测结果
从 1月31日晚上开始，方

菇凉和女儿以及父亲开始接受

核酸检测试剂检测。

“从护士的表情中，我基本

上能够判断出结果。”方菇凉

说，医院的护士宽慰她，你们

肯定没事，就是普通的发烧感

冒。护士甚至跟她开起了玩笑：

“你这样老是喊饿的人，怎么可

能得这种病呢。”

1月31日晚上，第一次检

测结果出来，均显示是阴性；2

月1日，第二次检测结果显示，

还是阴性……“直到这个时候，

我绷紧的弦并没有放松，因为

我从新闻里看到，有的人两次

检测结果显示是阴性，第三次

显示却是阳性。”方菇凉说，虽

然她对结果很有信心，但是也

时刻警惕着。

2月2日上午，当第三次检

测结果显示一家三口是阴性后，

方菇凉才真正如释重负地舒了

一口气。

2月3日上午，方菇凉告诉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她一家子

已经回到家里。“我们一家人身

体状况都很好，刚刚报告给了

医院一家人的体温，一切正常。

在这个非常时刻，希望大家不

聚集少走动，注意卫生，出门

戴口罩！”

谈及在医院隔离的这 7 天，

方菇凉说：“在这个等待的过程

中很煎熬，特别是一些谣言的

传播，对我们全家都造成了巨

大伤害。当时很多微信群里发

了我已经确诊的信息，搞得人

心惶惶，还有人说我一家都有，

最恐怖的是说派出所要来把我

全家抓走。我觉得疫情不可怕，

按照医学专家倡导的方式防御

就很好，但是谣言真的是比疫

情更恐怖！”

警惕   全镇动员，严防死守
低，所以发热患者不必恐慌。”

秩堂镇党委书记李峭告诉

记者，镇里目前有湖北返乡人

员162 人，其中武汉返乡人员

76人，均在第一时间采取了居

家隔离和监管措施，目前无疑

似病例。

“对于这次肺炎疫情，我

们全镇动员，坚决落实上级要

求的‘防输入、防扩散、防输

出’原则，严防死守、精准施

策，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李峭说，疫情发生后，

他带着全镇的党员干部，在一

线坚守，“疫情面前，作为党员

干部，没有退路”。

据株洲市卫健委发布的疫

情情况显示，截至 2 月11日

24 时，株洲市累计报告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71例，其中茶陵县

8 例；目前株洲追踪到密切接

触者1520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1012人，尚有508人正在接受

医学观察。

（为保护隐私，文中除李峭

外均系化名）

方菇凉在茶陵县人民医院病房隔离时自拍。

经过 7 天隔离，医院诊断方菇凉
是急性支气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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