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贺震 版式 姜樱子 校对 巢丹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时事 揽九州· 本版电话：8806631710

1 月 2 日，河北省报告新增
1例本地确诊病例，拉响了河北
此轮疫情的警报。

1 月 13 日，河北省卫生健
康委通报，12 日零时至 24 时，
河北省新增 90 例本地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其中石
家庄市报告 84 例（27 例为无症
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邢台
市报告6例。

截至12日24时，河北省现
有本地确诊病例 395 例（危重
型 1 例、重型 12 例、普通型 367
例、轻型 15 例）、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 2 例（普通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 367 例（含境外输入
34 例），累计死亡病例 6 例，累
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734 例、
境外输入病例 36 例。尚在医
学观察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215
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5
例。

疫情当前，流调溯源工作
十分重要。按照国家卫健委统
一部署，来自广东、江苏、浙江、
湖南、江西五省的百余名专业
技术人员组成支援河北抗疫流
调队，于 10 日、11 日陆续抵达
河北开展工作。

12 日，记者连线两位北京
市疾控中心的专家任振勇、田
丽丽，了解河北疫情流调溯源
工作。

外环境溯源采样
工作环境复杂，重

点在去年年末

1 月 10 日下午，河北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透露，基于现
今早期病例发病时间点，初步
估计“零号病例”早于去年 12
月15日。

任振勇介绍，疾控人员在
对早期病例的排查中发现，早
期病例出现症状集中在去年12
月 15 日前后。早期病例多为
老年患者，活动范围较小。根
据流行病学既往经验和新冠肺
炎的潜伏期，工作人员判断，目
前发现的早期病例，应该已经
不是“初代病例”了，所以传入
时间要早于去年12月15日。

“目前发现的最初几个病
例都是藁城区增村镇刘家佐村
和小果庄村年龄较大的老人，
他们参加过红白喜事等聚集性
活动，但目前没发现接触过境
外的人或物品。这就说明，他
们应该还有‘上一代’或‘再上

一代’的病毒传播者。多方因
素考虑，我们将‘溯源’的重点
阶段，放在了去年11月初至12
月15日期间。”田丽丽说。

“在追踪‘零号病例’的过
程中，要综合分析大量的流行
病学调查资料，并结合实验室
检测相关证据，科学地判定疫
情首发的时间段。围绕这一时
间段进行溯源调查，不漏掉任
何可疑的线索。”任振勇补充
道。

入境隔离点线索
排除法寻找“零号

病例”

“本轮河北省疫情的溯源
工作，可以说是自新冠肺炎疫
情以来，我们接触过的溯源难
度较大的一次。”田丽丽说。

田丽丽解释，疫情最初发
现于农村地区，外来人员相对
较少。石家庄不处于国境、边
界，人员在饮食习惯上少食海
鲜。而确诊病例集中在农村地
区，多个村庄毗邻机场，不能排
除由外来人员和外来货物接触
导致的病毒感染。加上该地区
人员村内聚集性活动较频繁，
因此，流调溯源环境复杂，线索
可以用“千头万绪”来形容。

为不遗漏任何一条有用线
索，田丽丽和任振勇将数百份
确诊病例的流调报告挨个儿

“捋”了一遍，进行补充流调。
“这就像是一个破案的过程，在
‘卷宗’中揪出‘疑点’，追查下
去。”田丽丽说。

这个补充流调的过程其实
也是一个做排除法的过程，比
如村庄里 60 岁以上的老人和
15 岁以下的孩子，将外来病毒
引入本地的可能性较小，排查
的重点就要放在既往报告中存
在接触史的“高风险居民”身
上。存在发病较早、工作环境
有风险、可能接触到外来危险
因素等情况的病例，都被重点
标注，逐一详细排查。

两位专家介绍，300 多例
确诊病例中，目前重点排查的

“圈儿”划定了 50 多例，“排除
法”仍在持续进行中。在这个
过程中，也有许多谣言随着流
调信息的日益丰满而被“去伪
存真”。比如，“藁城小果庄疫
情 由 欧 美 传 教 士 从 欧 洲‘ 引
入’”的谣言，就是在此过程中
被“排除”掉的。田丽丽介绍，
该地区目前仅发现一例外籍

人士逗留一夜，此人已在中国
居 住 半 年 ，且 核 酸 检 测 为 阴
性。

明晰的流调线条，使趁乱
出没的谣言“不攻自破”。

高危人群核酸筛查
农 村 小 诊 所 监 测

能力待加强

田丽丽认为，河北省疫情
的溯源和防控，对整个国家的疫
情防控都具有很大意义。她说，
本轮多发在农村地区的疫情中，
病例多数出现症状后，是去私人
诊所等小型医疗机构，少有去医
院就诊的情况。“这说明，基于乡
镇私人诊所等小型医疗机构的
传染病监测体系的建立，具有重
要意义。”

1 月 11 日晚 10 时，当记者
联系两位疾控专家采访时，他
们刚刚结束了对机场附近隔离
酒店的探访，正在开每晚例行
的研讨会，这个“例会”要一直
持续到第二天凌晨。田丽丽
说，工作人员曾高度怀疑的一
个风险较高的隔离酒店，经过
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分析，结
合现场实际管控情况，可能性
被排除了。

第二天一早，田丽丽和任
振勇又出发了。“希望今天不要
再失望，加油！”任振勇发来一
条微信。

疾控专家正不眠不休搜索“零号病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3
日通报，1月12日0-24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 115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

例 8 例（上海 5 例，广东 2 例，福
建 1 例），本土病例 107 例（河北
90 例，黑龙江 16 例，山西 1 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1 例 ，为 境 外 输 入 病 例（在 上

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8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 617 人，重症病例较前一
日增加3例。

国家卫健委：

12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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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采样

相关新闻

近日，一段“藁城区 12 村
庄逾 2 万人异地隔离”视频在
网上刷屏！

据悉，1 月 11 日，河北石家
庄藁城区增村镇 12 个村庄逾 2
万人大转移异地集中隔离观
察，村民们拎着行李，乘坐大巴
有序撤离。

增村镇地处藁城区西北
端，与正定、新乐交界，毗邻正
定国际机场，下辖 20 个行政村
6万多人口，轻工业和农贸集市
发达，204 省道贯穿全镇。1 月
2日，增村镇小果庄村发现这轮
疫情中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那么，这些村民为何要异
地隔离，而不是采取居家隔离？

在相关发布会上，河北省
疾控中心主任李琦提到，“疫情
呈现出家庭聚集、人群活动聚
集，关联性强，集中性高”。

据第一财经报道，增村镇
小果庄村书记路强对媒体表
示，“集中的单独隔离一定会减
少进一步传播，因为集中隔离
后叫网格化管理。我们的网格
化管理是最有效率的。每一栋
楼由哪个医疗机构、哪些人去
监督管理，包括检测，都很方
便，一旦出现问题，排查起来更
简单”。

此外，解放军总医院著名
呼吸病专家刘又宁告诉记者，
居家隔离难以避免家庭集聚感
染，因此异地单独隔离的措施
是有必要的，“是一个很大的进
步”。

过程中是否有交叉感染的
风险？刘又宁表示，使用大巴
这种交通方式是能够理解的，
使用最安全的措施完成就可
以，“否则的话家庭的集聚发病
还会增加”。

石家庄藁城逾2万人异地隔离

专家解释为何不采取居家隔离

1 月 13 日，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抽调 95 人，组成河南省援
冀医疗队奔赴河北，其中医生、
护士、司机各 30 人，院前急救
指挥车 1 辆、物资保障车 2 辆、
负压救护车15辆。

据媒体报道，此前,已有10

支医疗队赶赴河北。这些医疗
队来自北京、天津、江苏、浙江、
湖南等地。他们实行24小时三
班倒，昼夜不停完成核酸检测
任务，并进行流调溯源等工作。

本版综合新华社 北京日
报 中青 央视 黑龙江日报

多地组织医疗队赶赴河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