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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疫情源头确定 全员检测完成
由新冠病毒感染者与普通患者共用CT室引发 未发生社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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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机制启动、大规模核酸检测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和溯源紧张开展……青岛疫情的发生， 不仅给青岛市带来诸
多挑战，也给其他城市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指出， 大规模核酸
检测为了解疫情规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 根据目前核
酸检测结果和其他疫情信息分析， 青岛疫情病例的活动范围主
要局限在青岛市胸科医院。

据青岛市方面消息， 针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出租车司机邵
某某，青岛市已经追踪到全部密切接触者52人。吴尊友认为，当
下青岛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按规定对邵某某的密切接触者进行
认真排查。是否还有密切接触者没有追溯到？密接者提供的信息
是否能确保准确？这都是疫情防控中的重要问题。吴尊友同时指
出，根据目前流调和核酸检测进展等信息来看，此次青岛疫情并
非秋冬季疫情暴发，也和十一长假没有明显关联。 ■据新华社

本报10月16日讯 近日，
在青岛市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发布会上， 一个消息引起
了许多民众的关注： 已公布的
12例确诊病例中与青岛市胸科
医院高度关联， 且多数都是结
核病人。

一个是危害人类健康几千
年的结核， 一个是今年在全球
范围内肆虐的新冠肺炎， 这两
种传染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
系？

面对与新冠肺炎高度相似
的结核病，疫情之下，肺结核
是否容易误诊为新冠肺炎？出
生之后接种的卡介苗对预防
结核终生有效吗？健康的人是
否对新冠肺炎的抵抗力更强？
结核患者得了新冠肺炎是否
更难治疗？针对民众们所关心
的问题，10月16日， 湖南省结
核病防治所（湖南省胸科医
院）防治部主任唐益一一进行
了解答。

相似不相同
及早就医不误诊

“新冠肺炎和结核病之间
存在很多共同点， 皆通过呼吸
道飞沫传播， 病原体都主要侵
犯肺部，此外，两者主要症状都
以发烧、咳嗽、乏力为主，部分
患者早期发病隐匿， 都没有症
状。”唐益介绍道。

但新冠肺炎与肺结核之间
也存在很多不同点， 肺结核为
结核菌感染， 新冠肺炎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 肺结核起病较
慢，新冠肺炎发病较急；肺结核
患者的传染病接触史往往不明
确， 新冠肺炎患者发病前一般
有明确的接触史。

如果患者出现发热、 咳嗽
等相似症状， 不能区分肺结核

还是新冠肺炎时， 应及时前往
定点医院进行检查， 这样就可
避免误诊。

免疫非终身
正确认识卡介苗

作为预防结核病的疫苗，
卡介苗接种后并不能产生终生
免疫。“许多人对卡介苗都有误
解。 卡介苗虽然是预防结核病
的疫苗， 接种后可提高机体对
结核杆菌的特异免疫力， 从而
减少发病， 但并不是接种卡介
苗后就‘万事大吉’。” 唐益直
言。 卡介苗的主要作用在于大
大降低儿童患粟粒性肺结核、
结核性脑膜炎等重症结核的概
率，但其并非终生免疫，保护率
也达不到100%，不能保证接种
者终身不患结核病。

专家提醒：
做好预防是关键

如果患者在肺结核的基础
上，感染了新冠肺炎，是否会增
加诊疗难度？

对此，唐益表示，肺结核病
和新冠肺炎都是侵蚀肺部，患
者在肺结核的基础上， 感染了
新冠肺炎会加重肺部病变，影
响肺部呼吸功能， 更加影响治
疗效果，不利于疾病恢复。

当下， 预防新冠肺炎疫情
的同时需要警惕结核病的入
侵。 结核病和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都是呼吸道传染病，在预防
措施上有共同点。

唐益提醒：当身体不适，尤
其出现咳嗽、发热、乏力、胸闷、
呼吸困难等症状时， 要及时就
医。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思雨 罗佳艺
实习生 龙飞鹏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
日再次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指
责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6日表示，“睁着眼睛说瞎话”
说的就是以“撒谎、欺骗、偷窃”
为荣耀的美国个别政客。尊重科
学、尊重事实才是拯救美国人民
生命、战胜疫情的唯一办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15日接受采访称，中国共产党
已经为释放新冠病毒付出代价，
但他们至今没有让我们找出病
毒真正来源。中方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国有句话，“睁
着眼睛说瞎话”。说的就是以“撒
谎、欺骗、偷窃”为荣耀的美国个
别政客。这些人旨在把自身抗疫
不力的黑锅归咎中国，抹黑污蔑
中国、服务一己政治私利。

赵立坚说， 中方已多次用
时间线等铁一般的事实介绍中
国抗疫经纬。近日，中国青岛出
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后，
立即组织开展大规模流调排查
和分类检测，果断启动全员核酸
检测。包括CNN、《纽约时报》等
美媒在内的中外媒体都有报道，
建议蓬佩奥先生好好看一看。

“我们将继续毫不放松抓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决不让来
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
弃。反观美国个别政客，他们把
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他们应
对疫情的表现， 美国人民和国
际社会都看在眼里。 他们应该
明白，尊重科学、尊重事实才是
拯救美国人民生命、 战胜疫情
的唯一办法。”他说。

赵立坚说， 既然蓬佩奥如
此“关心”病毒溯源问题，针对
国际社会一直存在关切的德特
里克堡生物基地、“电子烟疾病”
等问题，美方是不是可以尽早给
个说法，给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
各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据新华社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10
月16日发布消息，山东省完成青
岛市疫情流调溯源工作， 经国家
和省联合专家组综合现场流行病
学调查、 大数据排查和实验室检
测结果分析， 判定本起疫情是一
起医院聚集性疫情， 排除由社区
传播传入医院内的可能性。

传染源来自
青岛港疫情两名感染者

通报称，10月11日青岛市疫
情发生后，山东省领导小组(指挥
部) 第一时间组建由省卫生健康
委、 省公安厅组成的流调溯源工
作专班，在国家专家组指导下，调
集30余名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
业人员和近800名警力， 全面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 重点人群分类
检测、病毒基因测序。

溯源专班72小时连续作战，
从社区传播风险、 社区输入到医
疗机构、医疗机构内部播散三个
主要环节展开全面排查，调集分
析不同场景1万余小时的视频资
料，利用通信大数据等技术分析
各类人员时空轨迹信息数亿条。
经国家和省联合专家组综合现
场流行病学调查、大数据排查和
实验室检测结果分析，判定本起
疫情是一起医院聚集性疫情，排
除由社区传播传入医院内的可
能性。

中国疾控中心和山东省疾控
中心开展的病毒核酸全基因序列
测序和比对结果显示， 病例标本
与9月份青岛港疫情感染者董某

某和陈某某的标本病毒基因序列
高度同源，传染源来自上述2人。

CT室被病毒污染
病毒被带入结核病区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及证据表
明， 本起疫情的病例及其接触者
与9月份青岛港疫情相关人员在
医院外不存在时间和空间关联。
记者了解到，９月下旬，青岛港曾
装卸过冷冻海鲜的两名工人感染
新冠病毒，当时为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一人日前已转为确诊病例。

调取的青岛市胸科医院的监
控录像证实，青岛港疫情的2名感
染者在市胸科医院隔离观察期
间， 离开封闭病区做CT检查，因
防护、消毒不规范致使CT室被病
毒污染， 进而传染了次日上午到
同一CT室检查的住院患者李某
某和陪护牛某某， 并将病毒带入
结核病区， 导致该起疫情在院内
传播。

综上， 本起疫情的传播链和
证据链完整， 是青岛港疫情感染
者在住院期间， 因与普通病区的
患者共用CT室，引发医院院内聚
集性疫情，未发生社区传播。

通报称， 医院是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第一线， 也是距离传染
源最近、风险最大的一道防线。针
对医院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问题
短板， 全省卫生健康部门举一反
三，正在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定
点医院逐一核验，立查立改，守严
守牢疫情防控底线， 严防医源性
传播。 ■据新华社

青岛确诊病例中
多数是结核病人
省胸科医院专家：症状相似，应及早检查

蓬佩奥就病毒溯源
指责中国
外交部：睁着眼睛说瞎话

10月16日，
青岛百洋菩提生
物诊断有限公司
实验室工作人员
对采集的样本进
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 图

记者从16日举行的青岛市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青岛市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于16日中午基本完成，并于
16日18时全部出检测结果。

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国介绍，截至16日8时，青岛市已
完成核酸检测采样超过1078万份，已出结果超过1016万份，除已
公布的确诊病例外，未发现新的阳性样本。

12日以来，青岛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计划3天内对市南、市
北、李沧、崂山、城阳五区检测全覆盖，5天内对全市检测全覆盖。

为保障青岛5天完成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山东省统筹安排淄
博、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多个地市派出支援力量，并接收核
酸样本进行检测。青岛市抽调的医务人员加上支援力量，共有万
余名医务人员参与此次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连线 青岛市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完成

观点 给其他城市疫情防控敲响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