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2日，骆舰
和程熠爽（左一）在
长江边拍摄婚纱照。
当天，这对新人终于
等到了梦想已久的
婚纱照。“1月20日
我们关门休息，直到
4月11日才正式复
工。今年开始的时候
有点难，但这两天预
约的客户正慢慢增
多，情况会越来越好
的！” 武汉“唯一视
觉”摄影工作室乔晓
店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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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一】无症状感染者传
染性如何？

统计数据显示，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4月11日报告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63例， 其中境外输入无
症状感染者12例； 当日转为确
诊病例14例（境外输入14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55例（境外
输入4例）。 尚在医学观察无症
状感染者1086例（境外输入
332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魏晟说：“无
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要分不同
情况来看， 如果是在武汉隔离
了这么多天后才发现的无症状
感染者，传染性很低。如果是从
国外正在流行的地区返回人群
中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 传染
性是很高的。要分不同情况，分
别判断。”

据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
员、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
晖介绍，无症状感染者分两类：
一类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只
是还在潜伏期，没有症状，需要
把他们甄别出来纳入确诊病例
管理；另一类没有任何症状，没
有任何影像改变， 是真正的无
症状感染者，他们不是病人，只
是核酸检测阳性。

【焦点二】无症状感染者会
不会引起疫情反弹？

4月8日， 关闭了76天的离

汉通道重开，武汉“解封”、复工
复产后， 无症状感染者传播风
险备受关注。

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
心主任李群表示， 复工复产的
准备工作一直在做， 就是为了
应对随着人员流动的增强，可
能带来的传播风险。 一旦发现
无症状感染者， 及时开展隔离
观察和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
同时对一些重点场所、 重点人
群、 重点地区有目的地加强管
控和监测。“通过这些工作，我
们希望发现更多的无症状感染
者，减少传播机会。”

“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是
传染病的规律， 麻疹、 流感、
SARS等都有一定比例的无症
状感染者，他们都没引起在社会
上的大传播。”童朝晖说，医院、
疾控机构只要充分落实传染病
防治“四早”要求，就能很好控制
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风险。

李群认为， 目前各个方面
已高度重视无症状感染者的防
控工作，专业部门的监测工作不
断加强，防控措施和流程不断优
化，对重点人群的筛查也在持续
开展中，不必过分担心无症状感
染者会引起疫情暴发。

【焦点三】如何排查和管控
无症状感染者？

据专家们介绍， 湖北武汉
排查出的无症状感染者主要有
几种来源： 一是从确诊患者密
接人员中排查出来； 二是从到

医院就诊的普通病患中筛查出
来； 三是部分企业复工复产前组
织排查出来； 四是部分离汉人员
筛查出来。

一旦排查出无症状感染者，
将采取哪些措施应对？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都是采
取与确诊病例同样的严格措施，
无症状感染者发现以后的管理、
隔离、 医学观察， 都是非常严格
的。”李群说，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应当于
两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县区级
的疾控中心接到无症状感染者的
报告后， 要在24小时内完成无症
状感染者的个案调查。

【焦点四】公众应该如何看待
和防护？

针对部分公众对无症状感染
者的恐慌情绪，童朝晖表示，确诊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是无症状感染
者最主要的来源， 没有接触过新
冠肺炎病人的人， 一般不会被传
染，没有必要恐慌。

李群说：“公众要有防范感染
风险的意识，却也无需过度担忧，
在无法辨别周围有没有无症状感
染者的情况下， 更重要的是做好
个人防护。”

专家普遍认为， 没有症状和
可疑接触史的普通人， 没必要去
做核酸排查。 对普通人群的大规
模筛查既不可行，也无必要。公众
要做的就是做好个人防护， 养成
良好卫生习惯， 增加营养、 休息
好，提高自身免疫力。■据新华社

随着各地复工复产持续推
进， 不少地方开始提倡实行分餐
制。 分餐制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
么？家庭需要分餐吗？分餐制再兴
又会给餐饮业带来哪些变革？记
者专访了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
明。

记者： 分餐制具体有哪几种
形式？

韩明： 分餐制形式包括服务
员在餐桌分餐、上菜前分餐、自助
餐、“一人食”等等。餐饮企业可以
根据自身业态规模， 采用适合的
分餐方式， 比如高档宴会实行服
务员分餐制； 会议用餐采用自助
餐形式； 快餐和外卖送餐实行一
人一份用餐方式等。

记者： 在家吃饭有分餐的必
要吗？家庭分餐应该怎么做？

韩明： 很多人认为家庭分餐
太麻烦， 刚开始的确会有些不适
应，但慢慢养成习惯，也就不觉得
麻烦了。举个例子，十几年前，有
小孩的家庭很少会给孩子单独分
餐，都是全家一起吃。但现在绝大
多数家庭都会给孩子单独使用一
套餐具，也没人觉得麻烦，这就是
健康意识的提高和餐桌文明的进
步。家庭分餐也是如此，一种新习

惯的养成确实需要时间，但也没有
想象的那么难， 多摆一双筷子、多
放一只勺子就可以了。

记者：如何让分餐制更好地推
广，被更多人接受？

韩明：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可
利用公益广告、社区宣传、“分餐知
识进课堂”等形式，提高全社会对
分餐的接受度。餐饮企业应在醒目
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和标语，引导使
用公勺公筷；二是建立完善相关标
准，各地可考虑出台分餐制标准和
技术指南，并将其纳入相关评价考
核体系，引导餐饮服务提供者不断
创新分餐模式。

记者：分餐制会给餐饮业带来
新一轮变革吗？

韩明：这是毫无疑问的。首先，
经过此次疫情，人们对于“舌尖安
全” 的重视程度会进一步提高，绿
色、健康、安全将成为未来餐饮消
费的新理念，餐饮行业将通过加强
自身标准化建设和提高安全健康
管理能力重塑消费信心； 其次，分
餐会带来餐饮服务流程的再造，促
进企业不断优化组织架构，提升用
餐服务。对餐饮企业而言，谁能抓
住风口和机遇，危中寻机，谁就能
在大浪淘沙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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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召开，针对疫情防控需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国家卫健委：将分餐经验形成制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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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是第32个爱国卫生
月。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
公室副主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规划司司长毛群安4月12日说，
今年爱国卫生月活动强调聚焦重
点场所、关注薄弱环节，也针对南
北方不同的传染病流行特点，组
织开展有针对性的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 为传染病防控奠定良好的
环境基础。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推广分餐经验

毛群安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在
疫情防控形势下， 全国爱卫办、国
家卫健委会同全国爱卫会各成员
单位针对疫情防控不同阶段的要
求，聚焦市场环境、生产生活环境
等部署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同
时以城乡垃圾、污水、厕所的整洁
卫生等为重点，加强公共卫生环境
设施管护，推动改善城乡环境卫生
面貌。除此之外，围绕个人防护、养
成良好饮食习惯、摒弃不良卫生习
惯等开展了科普宣传。

毛群安说，下一步，全国爱卫
办和各有关部门将继续组织好爱
国卫生月活动， 指导各地落实环
境整治、健康科普等各项任务，巩
固疫情防控成果。 同时及时总结
推广各地的好经验， 把分餐制等
好的做法形成制度。

毛群安介绍， 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北京、上海等各个地
方都开展了很多有特色的爱国卫

生运动， 可以说是亮点来源于基
层，经验出自于实践。其中，山东省
发布了分餐制与无接触共餐省级
地方标准，提出了“分餐位上”、“分
餐公勺”和“分餐自取”三种模式，
为推广分餐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建设“无废城市”

谈及国家正在开展“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生态环境部固体废
物与化学品司副司长周志强介绍，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是“无废城市”
建设的重要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发布绿色
生活方式指南， 制定无废商圈、无
废饭店、无废公园、无废景区、无废
学校、无废机关等创建标准，引导
公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践行简约
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二是
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
理的意见，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 塑料餐
具， 推广使用可循环利用物品，扩
大可降解塑料产品的应用范围。三
是全面推进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推
动同城快递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
全面运用。四是率先落实垃圾分类
要求，推动资源化利用。五是加强
宣传引导， 广泛动员各方参与，促
进各方从旁观者、局外人、评论家
转变为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宣传
员、参与者、贡献者。

周志强还表示，目前，开展试
点的11+5个城市和地区正在按计
划推进。 ■综合新华社、央视

当前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随着武汉“解封”，不断出现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感
染者备受关注。什么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们的传染性如何？复工复产后如何应对无症状感
染者传播风险？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如何管控，怎么排查？公众应该如何做好自身防护？对
于这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新华社记者采访相关专家一探究竟。

解读

无症状感染者会不会引起疫情反弹
专家回应社会关切焦点：公众要有防范意识，但无需过度担忧

问答

分餐制如何推广？在家吃饭也要分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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