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六口和女佣相继感染冠状病
毒，其中包括已怀孕29周未接种冠
病疫苗的孕妇，由于体内血氧水平骤
降，母女“争夺”氧气，因此必须紧
急剖腹生产。所幸最终母女平安，早
产女儿也健康成长。染疫经验对这一
家人来说虽然，但也促进了全家的凝
聚力，让家人更加珍惜彼此。
　　当时怀有7个月身孕的林绿婷
（39岁）说，全家人去年9月相继感
染冠病，最先出现症状的是同住的家
翁，后来丈夫洪子扬（39岁，学者）
也开始咳嗽。两人在自行检测时发现
确诊，并在求医后被送往社区康复设
施。
　　她描述：“后来卫生部派人对全
家进行检测，结果女佣、6岁大的女
儿，以及3岁的双胞胎儿子都确诊。
虽然当时我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但
由于老公被送往隔离，孩子都由我照
顾，但他们都感到很担心，老公因此
要求让染病的孩子交由他照顾。”
　　已接种疫苗的洪子扬在休养一周
后便康复回家，岂料林绿婷在这时开
始出现症状，包括咳嗽，甚至还咳出
血。她被送往竹脚妇幼医院治疗，后
来又转至新加坡中央医院。送院后医
生发现她的状态十分糟糕，血氧只剩
下30%，必须使用呼吸器。
　　她说：“医生问我是否能为我接
生，因为我的血氧很低，我和宝宝在
抢氧气，当时我没有其他想法，只是
一直在祈求宝宝的安全。后来我在送
院四天后就通过剖腹生产，之后留医
了两周才康复出院。”
　　洪子扬说：“全家同时染病压力
是很沉重的，因为大家被分散在不同
地点康复，尤其后来怀孕的妻子确诊
并且情况危急，更加令我们担心。所
幸当时的医疗团队非常专业，能解答

我们的疑问，包括要使用何种药物确
保胎儿的器官发育正常。”
　　女儿洪雯棋早产，出生后初期须
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接受观察。当时林
绿婷还无法下床或说话，洪子扬便通
过视频，让她与女儿见面。由于担心
把病毒传染给女儿，林绿婷康复后最
初也只敢在病房外探望，直到身体情
况改善后，才能进去抱一抱她。
　　林绿婷说，当时她有意接种疫
苗，但在怀孕初期，医生还不清楚有
关疫苗对孕妇的影响，因此没有接
种。后来当局确定说，疫苗对孕妇是
安全的。为此，林绿婷借着自身的经
历，呼吁身边孕妇前去接种，避免染

疫后导致孩子早产。
　　她说：“女儿在11月中旬康复
出院。她的检查结果很好，，一切都
很健康，我们都很高兴。除了早产之
外，冠病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她长大
后，我会告诉她在出生时的这一切经
历，希望她能更加珍惜生命。”
　　染疫经历让洪子扬一家更团结。
他说：“这次经历让家庭凝聚力变得
更强，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
历，并共同战胜。我们会珍惜彼此和
健康，期盼孩子能健康成长。也希望
疫情能尽快好转，让孩子们有个更愉
快的童年。”

2020 年 1 月 23 日，新加坡出现首起由境外输入的冠病确诊病例。一晃两年过去，截至昨天，累计病例已超过 30 万起。
这场世纪疫情让所有人的生活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生命逝去了，一些家庭变得更团结，防疫进程也使社会变得更坚毅。
迈入与冠病搏斗的第三年，疫情曲线还是起伏不定，前路依然难测。
《联合早报》新书《战疫勇士——新加坡之道》，寻访前线的那些人、那些事，把抗疫的点点滴滴，以及各种经验、回忆和感悟，留在纸墨中……

　　为本地第一起奥密克戎毒株进行
排序工作，刚入行三个月的研究员为
确保数据准确，当天反复仔细检查，
直到凌晨4时才下班。
　　新加坡去年12月2日宣布首两起
奥密克戎毒株输入型病例，国家传染
病中心辖下的公共卫生实验室早已严
阵以待，准备通过基因组排序确定变
种毒株登陆。当时实验室收到疑似病
例的通知后，马不停蹄地开展排序工
作，而重任就交到研究员杨庆议（30
岁）手上。
　　杨庆议去年9月刚从新加坡国立
大学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并加入
公共卫生实验室担任研究员。他在实
验室的主要工作，包括对冠病病毒和
流感病毒的基因组进行排序和分析，
以确定病患感染的是哪一种病毒。
　　他描述：“当时接到这个任务，
就已感受到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因为
当局要确认变种毒株是否登陆了，并
采取相应的公共卫生措施。由于这个
毒株很新，我们得格外小心，拿到样

本后反复分析，花了八个小时确认无
误后，在凌晨4时左右提交结果。”
　　除了杨庆议，实验室还有两名研
究员和多名技术人员协助进行基因组
排序分析。

　　他解释说：“收到样本后，技术
人员会先处理，把样本导入机器，机
器就会自动分析基因组排序。得到结
果后我们就须分析，查看基因组的生
物资料特征。”
　　研究员随后会将变种毒株的排序
与已知病毒进行比对，以确认其特
征，这一过程需要长时间的专注力，
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除了冠病病毒，杨庆议也负责流
感病毒的分析，包括参与实验室对本
地流感病毒的定期监测。家庭诊所、
综合诊疗所和医院都会定期将上呼吸
道感染的样本送来实验室化验，以确
定本地的流感情况。
　　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但相较于博
士生期间的独立自主和慢工出细活，
杨庆议认为实验室的工作更有意义。
　　他说：“加入公共卫生实验室
后，我能亲身感受到在抗疫前线工作
节奏较快，也能立即看到自己的努力
成果如何为新加坡做出贡献，因此感
到很有意义，再辛苦也值得。”

　　过去两年，陈莱宝负责协调鹰阁
医院内所有与冠病相关的计划，从追
踪确诊病患接触过的医护人员，到安
排医护人员做拭子检测和疫苗接种，
她都是“带队先锋”。
　　疫情暴发前，在鹰阁医院担任助
理护理主任的陈莱宝（57岁）主要掌
管护理行政工作，包括安排护士值勤
班表，以及肿瘤科病房和日间手术护
理中心的运作。
　　2020年初，设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的社区护理设施急需医护人员帮忙，
陈莱宝自然是不二人选。不过，每天
要为确诊病患进行检测，她的三个孩
子（20多岁）深感担忧。
　　陈莱宝说：“他们一直问我：你
确定吗？疫情才刚开始，有很多未知
数，你为什么要去？”
　　入行32年，陈莱宝深知只要了解
病毒传播途径，做足防疫措施，就没
什么好怕的。“我也提醒孩子尽量减
少与朋友接触，万一我有一天染疫，
我不希望病毒传染一发不可收拾。”
　　在病毒阻断措施期间，陈莱宝加
入流动检测团队，为疗养院的年长住
户和儿童之家的孩童进行检测。“由
于不准堂食，我们得打包午餐，顶着
大太阳，坐在路边吃。”
　　要说过去两年最难忘的经历，当
属病患接触者的追踪工作。陈莱宝

忆述：“有一天我下班后在家跟孩
子吃晚餐，突然接到消息，有一名到
急诊部求医的病患确诊，我得赶回医
院联系所有接触过这名病患的医护人
员。”
　　由于当时还是疫情初期，未强制
戴口罩，“合力追踪”也还没推出，
陈莱宝与她的四人小组只能透过闭路
电视画面，找出在急诊部、电梯和医
院各角落与确诊病患有过接触的医护
人员，再一一拨电联系，询问他们与
病患接触时距离有多近。
　　那一夜，陈莱宝与小组成员拨
了20通电话，凌晨2时才完成追踪工
作。
　　长时间在高压环境下工作，也使
一些护士精疲力尽。提及近年出现的
“离职潮”，陈莱宝说，私人医院的
人手还可应付，但曾有外籍护士得知
家乡的亲人染疫，或担心家乡的孩子
无人照顾，而要求申请无薪假。
　　“与其完全失去这些护士，我们
会尽量调动人手，允许他们回乡几个
月，再重返工作岗位。”
　　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的陈莱宝，
有一年多没回乡探亲了。“疫情暴发
前，我每个月都会回去，因为母亲年
纪大了。不过，看来今年的农历新年
也无法回乡拜年了，还好母亲已经学
会视讯通话。”

　　冠病病毒两年前在新加坡出现，
但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在此之前就已
开始积极备战，并在病毒于本地传播
时肩负起检测和排序重责。过去两年
实验室也不断提升检测和排序能力，
所需时间缩短三分之一，以应对不断
变化的疫情。
　　作为我国防疫第一线，公共卫生
实验室的职责包括对任何造成公共卫
生威胁的传染病进行检测和监督，并
对突发传染病进行调查。该实验室也
是一些传染病的参考实验室，为其他
实验室提供指导，在面对新高风险病
原体时负责研发检测和侦查机制。
　　公共卫生实验室高级首席研究员
崔林（56岁）在冠病登陆新加坡两周
年之际接受《联合早报》专访，并阐
述实验室在疫情期间的变化。
　　她指出：“早在2019年12月底，
我们已听说中国武汉出现不明肺炎。

公共卫生情报单位于是通过新闻搜索
和世界卫生组织收集更多相关信息，
跟着我们开始研究肺炎属于什么病原
体。2020年初我们开始准备实验室，
所以在得知病毒是类似沙斯病毒时，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当拿到冠病病毒的排序，实验室
就开始设计新工作流程和检测方式，
支援本地医疗机构进行检测，并通过
全基因组排序追踪病毒的变化。实验
室也进行大规模筛查来检测感染群，
以及通过血清检测来追踪不同群体的
体内抗体水平。
　　面对不断变化的疫情，实验室也
不断进行调整。崔林说：“作为一个
团队，我们的反应非常快，包括将工
作时间改为每周七天的轮班制，我们
也把检测所需的时间从原本的六至八
小时减至两到三小时，进行基因组排
序的能力也提升三倍。”

　　另外，相较于之前的H1N1流感
疫情，全基因组排序也得到显著提
升，之前研究员须有已知的排序才能
进行检测，如今的排序技术可直接一
次性侦测出新型变种毒株，无须知道
变种毒株的变化即可侦测，让检测工
作更有效率。
　　实验室目前的工作重点包括针对
输入型病例、社区大感染群的病例，
以及已接种疫苗和追加剂但仍感染或
二度感染的病例进行病毒排序，这些
病例能为病毒的传播和病症严重性提
供最好的信息。
　　德尔塔和奥密克戎毒株相继出
现，病毒变异似乎没完没了，崔林
说：“身为研究员，对变种毒株的变
化和影响总是充满好奇，虽然去探查
新病原体是实验室的日常工作，但每
个新毒株的出现都会激发我们的好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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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卫实验室提升战力　敌未动我先动

资深护理员毅然上前线

鹰阁医院过去
两年所有与冠病
相关的计划，
从追踪确诊病患
接触过的医护人
员，到安排医护
人员进行拭子检
测和疫苗接种，
都由陈莱宝一手
包办。

（梁麒麟摄）

细心排序反复验证　研究员让“奥”毒现形

一家六口和女佣相继确诊

染疫经历让三代人更珍惜彼此

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高级首席研究员
崔林（左）：过去两年实验室的病毒
检测和排序能力有很大提升。去年加
入的研究员杨庆议（右）负责检测我
国第一起奥密克戎毒株，他认为，这
个经历让他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如何协
助国家抗疫。（曾坤顺摄）

▲母亲林绿婷感染冠病，血氧指数骤
降，医生因此提前为她剖腹生产，宝
宝洪雯棋是29周的早产儿，出生时仅
1.4公斤。（受访者提供）

现已四个月大的洪雯棋康复情况良
好，父母都非常欣慰。妈妈希望女儿
长大后能知道自己出生时的情况，学
会珍惜生命。（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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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绿婷一家确诊情况

林绿婷
（39岁）

洪子扬
（39岁）

家翁

女儿
（6岁）

儿子
（3岁）

儿子
（3岁）

女佣

■林绿婷一家七人相继确诊
感染冠病，右边截图为他
们确诊时收到的通知。

■林绿婷的家翁先出现症状，
后来丈夫洪子扬也开始咳
嗽，两人在自行检测时发
现确诊。

■两人被送往隔离后，卫生
部为全家进行检测，结果
三个孩子和女佣
的结果也呈阳。

■林绿婷在家人
完成隔离后开
始出现症状，
最终也确诊，
须住院和使用
呼吸器，并在
怀孕29周时产
下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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