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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
者 陈芳 屈婷 王秉阳）北京时
间 1月 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建议对
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31日表示，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防控工作，已经采取最严
格的防控措施。我们有信心、有
能力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

此前，总干事召集了《国际卫
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由
独立专家参会）。我国专家在会
上介绍了最新的疫情形势和已采
取的各项防控措施，并积极参与
了会议讨论。该委员会向总干事
提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建议和临时建议。
与会专家和谭德塞高度赞赏

中方疫情防控努力，强调这一宣
布将进一步动员国际资源，有助
于世卫组织为卫生体系薄弱、公
共卫生能力不足的国家提供必要
的国际援助。同时，世界卫生组
织通过发布临时建议，可协调各
国行动，避免有的国家采取不必
要的过激措施。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已经
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我们有
信心、有能力有效控制并最终战
胜疫情。希望国际社会理解和支
持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并与中
方一道，按照《国际卫生条例》和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共同做好疫
情防控，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
生安全。

之前为潜伏期的病人开始发
病。早期武汉流到全国各地的病
人以及留在武汉的病人都到了发
病期，这是高峰来临的一个阶段，
一点也不奇怪。现在，发病的人我
们隔离了，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人
员也调查出来、隔离起来，以后再
感染的数量会明显减少。武汉“封
城”是非常英明的决策。正好赶上
春节人口大流动，只有严格地把武
汉控制起来，其他的地方才会减少
发病率。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个人卫生
习惯永远非常重要。传染病来的时
候，我们要注意消毒，保持公共卫生
环境。身心健康也非常重要，要有
一定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无论是 SARS 的时候还是现
在，可能传染源都来自于野生动物。
所以希望所有人不要吃野生动物，

大家要管牢嘴巴，而且要坚决取缔
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国家已经有的
法律执行要严。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严阵以待
地对待新型肺炎疫情，现在进入了
最关键时刻，也恰逢春节返程，希望
大家做好防护措施。

如何科学有效地做好疫情防护
措施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
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
任、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给出
了以下9点建议。

最重要一条
不要到处跑

不要参加聚会
减少感染机会

出门要戴口罩
不一定要戴N95

摘口罩也有讲究
不要抓着污染面

注意洗手卫生
防自己也防别人

发烧要去医院
不要待在家等

接待过武汉来的人
可做一些普查检测

春运返程测体温
有必要

@医务人员
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才能很好地救助别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护策略
国家卫生健康委：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

@普通人 钟南山给你9条防护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

防控措施到位 病例会明显减少

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临床表现有哪些？

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乏力，呼吸道症状以干咳为主，并逐
渐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表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
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
微，可无发热。多数患者为中轻症，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甚
至死亡。

2.如果出现早期临床表现，是否意味着自己被感染了？什么情
况下需要就医？

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表现，并不意味着已经被感染了。
但如果出现发热（腋下体温≥37.5℃）、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

感染症状，且有武汉旅行或居住史，或发病前 14天内曾接触过来自
武汉的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或出现小范围聚集性发病，应到当
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直、诊治。

3.去医院就医需要注意什么？

就医时，应如实详细讲述患病情况和就医过程，尤其是应告知医
生近期的武汉旅行和居住史、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接触史、动物接
触史等。特别应注意的是，诊疗过程中应全程佩戴外科口罩，以保护
自己和他人。

4.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与发病病例（疑似和确诊病例）有如下接触情形之一者属于密切
接触者：（1）与病例共同居住、学习、工作或其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2）诊疗、护理、探视病例时末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医护人员、家属或
其他与病例有类似近距离接触的人员；（3）病例同病室的其他患者及
其陪护人员；（4）与病例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5）
现场调查人员调查经评估认为符合条件的人员。

5.为什么密切接触者要医学观察14天

目前对密切接触者采取较为严格的医学观察等预防性公共卫生
措施十分必要，这是一种对公众健康安全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国际社
会通行的做法。参考其他冠状病毒所致疾病潜伏期、此次新型冠状
病毒病例相关信息和当前防控实际，将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定为
14天，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6.公众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1）保持手卫生。咳嗽、接触或处理动物排泄物后，要用流水洗
手，或者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

（2）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所
和人多集中地方，必要时请佩戴口罩。咳嗽和打喷嚏时使用纸巾或
屈肘遮掩口鼻，防止飞沫传播。

（3）医院就诊或陪护就医时，一定要佩戴好合适的口罩。
（4）良好安全饮食习惯，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具要分

开，做饭时彻底煮熟肉类和蛋类。
（5）尽量避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接触野生或养殖动物。

2 月 2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
家组组长钟南山再次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要对 2019-
nCoV 肺炎疫情有科学的认识，
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控，避免不必
要的恐慌。

研究基本支持病毒来源于蝙
蝠，是否存在中间宿主目前还需
要研究

冠 状 病 毒 （Coronavirus,
CoV）是一类有包膜的正向单链
RNA病毒，在人类、其他哺乳动
物和鸟类中广泛传播，并可导致
呼吸道、肠道，肝脏和神经系统等
疾病。目前已知有七种 CoV 可
导致人类疾病，其中四种 CoV-
229E，-OC43，-NL63和-HKU1
在人群中普遍流行，并通常引起
普 通 感 冒 症 状 。 而 其 他 三 种
SARS-CoV、MERS-CoV，包括
此次的 2019-nCoV 都具有严重
的危害性，可导致重症肺炎甚至
致死。

据 介 绍 ，目 前 针 对 2019-
nCoV 已发表部分研究成果，对
疫情防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流行病研究表明 2019-nCoV 感
染肺炎患者年龄中位数为59岁，
56％为男性，病毒感染平均潜伏
期为 5.2 天（95％置信区间为 4.1
至 7.0），95% 分布点为 12.5 天。
病毒传播力平均值在 2.2。发热
仍是 2019-nCoV 感染患者的典
型症状，虽也见有无症状感染者
报道，但不是主体，就目前防控来
说仍需集中力量关注大多数。对
2019-nCoV 的基因组的分析研
究 表 明 ，其 与 SARS-CoV 有
79.5% 的相似性，而与蝙蝠来源
CoV有 96%的相似性，基本支持
2019-nCoV来源于蝙蝠，但是否
存在中间宿主目前还需要研究。
2019-nCoV 与 SARS-CoV 一样
都是通过ACE2受体进入人体细
胞，两者的受体结合域有较高的
相 似 性 。 研 究 也 发 现 SARS-
CoV特异性单克隆抗体CR3022
可以与 2019-nCoV 受体结合域
有效结合从而中和病毒感染，这
些也为抗体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思
路。

钟南山介绍，病毒对机体的
损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病毒
破坏机体细胞导致的直接损伤；
二是破损的细胞组织引起的间接
免疫损伤。一旦自身产生的免疫
反应过强将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
机体损伤，从而导致严重疾病。

最有效的方法仍是“早发现、
早隔离”

“目前全国的疫情仍处于上
升期，但我们判断应该不会产生
全国性爆发，而可能只为局部爆
发。”钟南山说，面对此次 2019-
nCoV 肺炎疫情，最原始最有效
的方法仍是“早发现、早隔离”。

“为此我们政府和相关部门
采取了多项全国性的举措：延长
假期、交通管制、公共场所体温检
测排查、积极宣讲少聚集、个人防

护知识等，而国民公共安全意识
的提高也保证了相关举措的顺利
实施。”钟南山说，“这些举措有效
阻断传染源，大大减少二代、三代
传染，我们判断此次疫情有望在
未来10天至两周左右出现高峰，
但我们仍需加强防控，不可放松
警惕。在此要特别向武汉这个英
雄城市表示感谢，他们做出了重
要的牺牲和贡献。”

疫情防控面临问题与挑战
与此同时，钟南山认为目前

疫情的防控工作也面临诸多问题
和挑战。

“首先，疫情局部集中爆发，
医疗资源匮乏。目前，政府及相
关部门汲取 SARS期间北京小汤
山医院的成功经验，在武汉火速
新建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总计安置 2300张床位，建成后将
大大缓解患者救治问题；在医务
人员方面，全国各地已组织多批
医疗专家团队支援武汉；在医疗
物资方面，则需要政府与社会力
量的通力合作，保证疫情一线的
物资配给。

“第二，尚需做好患者分流，
减轻定点医院压力。时值冬春交
替、气候多变，常见呼吸道病原体
如流感病毒等也同处于流行季
节，而疾病早期通过临床表现无
法 准 确 区 分 判 断 患 者 是 否 为
2019-nCoV 感染还是其他常见
呼吸道病毒感染，需依赖病原体
诊断。然而，基层医院病原体诊
断力量不足，导致无法对患者进
行分流，使得发热患者在没有分
流的情况下集中至有限的定点医
院中，造成相关医院面临巨大压
力，也严重影响了患者救治和疫
情防控。因此亟需提高基层医院
病原体筛查诊断能力，实现患者
分流救治，减轻疫情防控压力。

“第三，需切实做好院感防
控。疫情高发如武汉等地患者激
增，相对医疗资源短缺，极易导致
院感发生，威胁医务人员和群众
安全。需要优化流程管理，切实
保障一线医院院感防控设施、设
备及相关物资配给。”

“需要万众一心、攻克难关”
钟南山认为，需加快科研工

作，为疫情防控提供支撑。他认
为，目前对2019-nCoV及其感染
特点的认识较少，目前国家、省、
市及社会各级力量已经启动专项
研究基金用于 2019-nCoV 肺炎
疫情攻关，亟需加快科研工作，为
临床救治及疫情防控提供支撑。

“17年前的SARS持续了近6
个月的时间，如今我们的国家在
重大传染病防控方面已经有了长
足的进步，我们有信心更加有效
地控制此次 2019-nCoV 肺炎疫
情，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这
需要我们一线医务人员的努力，
需要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努力，需
要我们患者的努力，需要我们全
国人民的努力，同时需要各国一
起加强合作、携手应对，万众一
心、攻克难关。”钟南山说。

（新华社）

钟南山院士再谈
科学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问答

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