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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今日本报 04版《“机触于外，巧生于内”的橘林圣手》

�������尹新生， 常宁市中
医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
师， 湖南省基层名中
医，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南詹正骨
疗法第四代代表性传承
人， 湖南省健康协会中
医骨伤分会副主任委
员， 湖南省中医药学会
骨伤科专业委员会常务
委员。

变异病毒来了，怎么办？
专家：致病力并未变化，公众不必恐慌

骨伤科专家

尹新生

������本报讯 (通讯员 周银柱) 2020 年 12 月以
来， 大连、 沈阳、 北京、 黑龙江、 河北等多地
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疫情。 1 月 5 日， 长沙市疾
控中心发出紧急提醒： 广大市民一定要绷紧疫
情防控工作弦， 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落实个人
防护措施， 当好 “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一、 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和国内
中高风险地区， 近 14 天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或与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
有交集的入 (返) 长人员， 须第一时间主动向
所在社区 (村) 报备相关情况， 配合社区做好
健康管理、 核酸检测等相关疫情防控措施。

二、 广大市民要合理安排出行， 尽量不安
排跨境旅行； 近期如非必要， 不要前往中高风
险地区旅行及出差。

三、 在本省或外地口岸入境、 已完成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入 (返) 长后
需继续做好 7 天居家医学观察。

四、 从中高风险地区入 (返) 长后， 需做
好居家健康观察， 尽量不要前往人群密集场
所、 不要参加集体活动。

五、 养成勤洗手、 常通风、 咳嗽打喷嚏注
意遮挡的良好卫生习惯;乘坐公交、 地铁、 出租
车、 网约车等交通工具和电梯要全程佩戴口罩；
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 通风不良的场所。

������本报讯 （魏闻）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
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
称 《意见》）。 《意见》 指出， 促进养老托育服务
健康发展， 有利于改善民生福祉， 有利于促进家
庭和谐， 有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意见》
就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提出四个方面举措。

一是健全老有所养、 幼有所育的政策体系。
分层次加强科学规划布局， 省级人民政府要将养
老托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
并制定 “十四五” 养老托育专项规划或实施方
案。 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托育发展， 强化政府保基
本兜底线职能。

二是扩大多方参与、 多种方式的服务供给。
增强家庭照护能力， 帮助家庭成员提高照护能力。
优化居家社区服务， 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养
老和托育服务网络。 提升公办机构服务水平， 加
强公办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建设。

三是打造创新融合、 包容开放的发展环境。
促进康养融合发展， 深化医养有机结合， 发展养
老服务联合体， 支持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在居
家、 社区、 机构间接续养老。

四是完善依法从严、 便利高效的监管服务。
完善养老托育服务综合监管体系， 切实防范各类
风险， 加强突发事件应对。 优化政务服务环境，
改进提升政务服务质量。 积极发挥多方合力， 发
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积极性， 开展机构服
务能力综合评价， 引领行业规范发展。 强化数据
资源支撑， 探索构建托育服务统计指标体系。

������近日， 中国疾控中心官方杂
志 《China CDC Weekly》 （中国
疾控中心周报） 发表的由上海市
疾控中心、 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
专家共同署名的文章称， 我国首
次从英国归国学生中发现了源自
该国的变异新冠病毒病例。 1 月
3 日， 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消
息称， 该中心也发现了一例英
国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咽
拭子样本出现 B.1.1.7 突变株，
与近期英国报道的变异病毒基
因序列高度相似。 短时间内，
上海、 广州连续发现源自英国
的变异新冠病毒病例， 让公众
忧心。 变异病毒是否会成为国
内的优势毒株 ， 引发新的流
行？

“这种可能性很小。” 香港
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病毒学教授
金冬雁表示， 首先， 上海、 广
州对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病例
均进行了闭环管理， 对所有密
切接触者、 密接者的密接者进
行了隔离， 对特定场所进行了
全面消毒。 这些病例的传播链
已在 “外防输入” 的环节被有
效切断。

其次， 变异新冠病毒的传

播力虽有所增强， 但致病力并
未变化。 金冬雁说， 初步研究
显示， 变异位点使病毒与细胞
受体的结合更好， 复制效率更
高， 传播力有所增强， 但对人
的致病力并未变化， 也不影响
疫苗保护， 即病毒所导致的疾
病严重程度 （以住院时间和 28
天死亡率评估） 及疫苗接种者
免受病毒感染的保护率都没有
变化。

“上海发现的这个病例， 和
任何一个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
其他患者没有区别。” 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在其个人微博上称， 为了打
消公众的疑虑， 他专门翻看了
该名患者的病历。 “这个病例
的症状非常轻微， 轻微到不需
要我关注。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
核酸转阴， 离开隔离病房了。”

张文宏表示， 对于变异病
毒， 不会有任何临床上的特殊
性。 虽然传播力可能会略微有
所增加， 但目前的隔离措施、
检疫方法都很有效。 “对于疫
苗的逃避作用目前没有被发
现， 大概率也不会被发现。”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

控制所所长许文波表示， 目前
我国主流核酸检测试剂针对的
是新冠病毒双靶标基因， 即 N
基因和 ORF1ab 基因， 在英国
出现的这一新变异毒株的 S 蛋
白基因变异不影响核酸试剂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 上海近日发
现的新变异毒株就是我国本土
核酸试剂检测出来的。

许文波说， 该变异株基因
组测序结果表明， 变异毒株对
细胞感染力增强， 致病力并未
变化， 公众不必恐慌。 但在人
间传播力与人类社会活动、 冬
季的气候和人群的自我防护措
施紧密相关 。 对疫情防控而
言， 重要的是生物疫苗和社会
疫苗两手抓。 2020 年 4 月， 我
国基本阻断了本土新冠病毒的
传播， 对于之后通过境外输入
的病例或污染的冷链物品导致
的 10 多起新冠肺炎聚集性疫
情， 都采取了有效的阻断传播
措施。 定期筛查高风险人群、
早诊断、 早治疗、 早隔离感染
者和密接者， 以及戴口罩、 勤
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是我国
行之有效的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的措施。 健康报记者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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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方法让你“吸”饱氧气“缺氧”离你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