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蒋晓兰 版式 姜樱子 校对 王荣强 2020年5月15日 星期五 时事 揽九州·本版电话：88066313 9

14 日，由吉林省舒兰市洗
衣女工引发的新冠肺炎聚集性
感染确诊病例已达25例。尽管
舒兰洗衣女工如何被传染，疾
控专家仍在调查中，但其下游
感染链条已跨省传播。其中，
据不完全统计，所涉及的沈阳 1
例确诊病例，已导致近 400 名
接触者被隔离观察，其所在的
沈阳市苏家屯区风险等级由原
来的低风险调整为中风险。

“五一”节家庭团聚
致吉林舒兰疫情传入沈
阳

5 月 10 日，吉林省舒兰市
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联病
例郝某某，在沈阳被确诊。

5 月 13 日，自吉林市返沈
的被感染者、沈阳某单位 23 岁
男职工郝某某，以及因与其密
切接触的一名无症状感染者，
正在辽宁省集中救治沈阳中心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隔离治
疗。

“3 月下旬既有住院新冠肺
炎患者清零后，医院主要零星
收治境外输入病例。这起跨省
输入病例，让防控形势骤然面
临新的挑战。”辽宁省集中救治
沈阳中心有关医护人员表示。

据记者了解，相关单位已
对郝某某所在班组 62 人、同宿
舍楼217人、其他因工作和生活
间接接触的 118 人开展全面排
查，并配合疾控部门对密切接
触、间接接触者中的 397 人，展
开隔离观察和检测。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沈阳工
作的郝某某，今年“五一”期间回
老家吉林省吉林市探亲。5月5
日 20 时左右，从吉林市乘动车
组列车抵沈。8 日晚，郝某某接
到家里电话，了解到其堂哥因与
舒兰确诊患者接触、其父亲因与
其堂哥接触，均被隔离。家人建
议他也去医院检查一下。

郝某某向单位报告后，于
当天 19 时许，与两名舍友乘出
租车前往医院就诊。因有发热
症 状 ，医 院 对 其 实 施 隔 离 留
观 。 9 日 核 酸 检 测 结 果 为 阳
性。10 日结合肺部 CT 复查结
果，经辽宁省级专家组会诊，被
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

单位、社区、疾控等相关部
门连夜开展排查和流行病学调
查工作，发现郝某某与同学在
饭店聚过餐、去过一家按摩店、
在单位宿舍住了两夜、在苏家
屯区华府丹郡小区住了一夜、
在单位上班两天，其间搭乘过
出租车、网约车等交通工具。
目前，其接触者链条正在进一
步排查中。

患者曾频繁与朋友
聚餐，出入小区、饭店等
各类场所

“郝某某目前病情稳定。”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隔离一病
房主任王卫说。

舒 兰 市 发 生 的 聚 集 性 疫
情，不仅终结了吉林连续 73 天

无新增病例的态势，让小城舒
兰成为全国唯一疫情高风险地
区，也直接导致跨省传播链延
伸和风险扩散。

“教训十分惨痛，暴露出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方面还存在短
板漏洞。”有关专家认为。

记者调查发现，舒兰确诊
的洗衣女工病例与11名密切接
触者病例多系亲属关系。此
外，郝某某从吉林市回到沈阳
后，频繁与朋友聚餐，出入小
区、饭店等各类场所，还深夜去
按摩店，导致密切接触者达几
百人。这表明此次疫情源于家
庭聚集和集体、单位聚集。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
谷野说，“少聚餐、用公筷”是常
态化疫情防控举措中的重要要
求，人们既要逐步恢复正常的
生产、生活，同时还要保持防控
疫情的警惕性和健康安全的生
活方式。

郝某某确诊后，沈阳立即
出台举措，提醒与他有密切接
触史的市民到所在社区或村委
会登记备案，进行居家隔离或
到集中隔离点观察 14 天，遇有
不适症状及时就诊。

相关流调人员表示，随着
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
阶段，一些商场、饭店、宾馆对
利用健康码提升精准防控有所
放松，为相关人员行动轨迹追
溯增加了难度。

深入排查找漏洞，
加快推进溯源工作

11 日，沈阳紧急发布通告，
对吉林市来沈返沈人员实行分
级分类管理，凡4月22日以来舒
兰市来沈返沈人员，一律实行指
定宾馆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其
间进行 2 次核酸检测。强化发
热门诊规范服务，就诊患者须进
行 1 次核酸检测，严格执行“一
人一诊室”“一患一陪护”制度。

吉林省对舒兰疫情高度重
视，对密切接触者全部进行隔
离检测，深入追查感染源，查找
漏洞，认真做好各项应急处置，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坚决阻断
疫情传播扩散。

有关负责人和专家组迅速
赶赴舒兰市，开展摸底排查、有
效追踪，保证“一个都不能少”。
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
将可能接触的人员一个不漏地
全部查清、管控隔离到位。

鉴于舒兰市洗衣女工病例
无省外居住史、活动史，暂时未
发现境外、重点省份返吉人员
接触史，有关专家表示真正的
感染源头仍待调查，溯源工作
继续推进，已将病例生物样本
送至中国疾控中心进行全基因
组测序。

有关专家表示，人们对新冠
肺炎的认识仍有局限，疫情“拖
尾”时间可能会相当长，多地零
星的本土病例出现也证实了这
一点。因此，相关部门要妥善处
理恢复社会生活与防控措施之
间的关系，在公共场所内做好疏
散预案，防止人群过度扎堆。

据新华社

11例跨省输入竟致近例跨省输入竟致近400400人隔离人隔离

在舒兰市一个小区，社区工作人员对楼门进行消毒。新华社发

据国家卫健委 14 日最新
通报，全国 31 个省区市新增 3
例本土病例，分别为辽宁 2 例、
吉林 1 例，媒体人士根据上述
省、市官方通报发现，3 例病例
均为“吉林舒兰传染链”上确
诊病例的密接人员。至此舒
兰传染链上确诊人数已增至
25 人。

媒体人士梳理上述 25 例
确诊病例的行踪轨迹发现，明
确因与确诊病例聚餐而出现被
感染的人数至少已有10人。

通报中“聚餐”一词
出现了 11 次，至少 10
人因聚餐被感染

回顾疫情期间的聚集性病
例，有多起均与“聚餐”相关。
记者梳理行踪轨迹时注意到，
在目前公布的确诊病例的行
踪轨迹中，“聚餐”一词经常出
现。

5 月 13 日，吉林市通报新
增确诊病例 6 例，而随后公布
的此 6 例确诊病例的行踪轨迹
中，“聚餐”一词出现了 11 次，
除此之外，上述确诊病例公开

的全部行踪轨迹中，“聚餐”一
次也经常出现。

4月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一场因聚餐导致的超级传播链
导致哈尔滨市紧急发布通告，5
月 2 日零时起，哈尔滨市经营
烧烤、涮串、涮火锅、铁锅炖等
餐饮服务单位暂停堂食，重新
开业时间视疫情变化另行通
知。随后，黑龙江省多地也发
布上述通知。

2 月 4 日，哈尔滨市疫情防
控阶段性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截至 2 月 3 日 24 时统
计数据，哈市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63
例，在 63 例确诊病例中，共有
涉及家庭聚会、聚餐和人员密
切接触的 10 起聚集性疫情，共
发病 37 人，占总发病人数的
58.7%。会上还通报了哈尔滨
市两起因聚餐而引起的聚集性
病例。

聚餐行为会加强病
毒传播，应尽量减少无
防护堂食及聚餐

“聚餐时，人与人之间难免

要摘口罩，距离非常近，且会较
长时间交流与沟通，无法做到
戴口罩等基本的防护，所以聚
餐这一行为在这一特殊时期会
加强病毒的传播。”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
医师喻成波告诉媒体人士，另
外，聚餐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人
数较多的行为，一个人被确诊，
会导致很多人连锁的传播效
应，需要多人进行医学观察。

喻成波介绍，“新冠病毒感
染的联防联控明确要求，不聚
餐、不聚会，保持 1.5 米以上社
交距离，这些聚餐都无法保证，
所以中、高风险地区依然要禁
止堂食及聚餐这一行为。”

“现阶段，除中、高风险地
区外，其他地区也应尽量减少
聚餐行为，在公共场合就餐时
依然需要采用分餐制、堂食过
程中也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
喻成波建议，“在堂食的过程
中，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
距离，尽量选择错峰就餐，另外
在公共场合就餐时，应尽量避
免面对面进食、餐具也要使用
公筷，在就餐结束时，应尽快做
好个人防护。”

据健康时报

舒兰传染链中10人有聚餐经历，专家建议：

聚餐会加强病毒传播，应尽量减少

“我们再也不可能、也不应
该退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教与
学状态，因为融合了‘互联网+’

‘智能+’技术的在线教学已经
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
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在5月
14 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透露。

据他介绍，截至 5 月 8 日，
全国 1454 所高校开展在线教
学。“本次在线教学规模之大、范
围之广、程度之深，是世界高等
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和全
球范围内的首次实验。”吴岩说。

吴岩表示，在高校应对危机
开展在线教育教学的实践中，教

师从刚开始的有一点紧张，甚至
有一些抱怨，慢慢变得比较兴
奋，比较从容。教师的教学信息
化素养空前提高。同时还改变
了教育的形态，原先的大学是有

“围墙”的，这一次在线教学不仅
打破了物理上的围墙，还在一定
程度上打破了心理上的围墙，形
成了时时、处处、人人皆可学的
新的教育形态。

吴岩认为，在线教学虽然没
有了传统课堂的面对面，却增加
了师生间点对点的交流互动，这
些转变有效解决了中国高等教
育的老大难问题：即从满堂灌的

“单声道”到互动式的“双声道”

转变。同时还促进了由“教师中
心”向“学生中心”转变，从过去
注重教师“我教了什么”到更加
注重学生“我学到了什么”，引导
学生探究式与个性化学习，从单
纯的知识传递向知识、能力、素
质的全面培养转变。

下一步，教育部将会把此
次大规模在线教育教学的一些
生动实践转化为疫情结束后教
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形成
包括思想、理念、内容、方法、技
术、标准、评价、范式等在内的
一整套改革方案，以“学习革
命”推出“质量革命”向纵深发
展。 据南方都市报

教育部：

再也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回到
疫情发生之前的教与学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