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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康复后二次感染的概率有多大？是不

是“早阳早好”？能否及时监测到病毒最新

的变异情况？……针对当前公众关切的诸

多疫情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专家进行解答。

热点一：病毒是否存在多个“版本”且

北强南弱？

近期，网络上出现一种说法，认为南北

方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不同，导致北方

的感染症状比南方的更明显。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许文波介绍，我国现阶段流行的新冠病毒

以奥密克戎变异株BA.5的亚分支BA.5.2
和BF.7为主，其中，北京流行的变异株以

BF.7为主，广州流行的变异株以BA.5.2为

主。

从临床医学角度看，两种略有不同的

毒株是否有症状强弱之分？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

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表示，只要这个病毒

还是奥密克戎分支，毒性、致病力和传染性

不会有本质改变。至于有人会发烧明显一

点，有人会咳嗽明显一点，主要还是因人而

异，同自身免疫力、年龄、基础疾病等有关

系。

热点二：康复后二次感染的概率高吗？

部分群众非常关心，自己感染奥密克

戎并康复后，是否会二次感染？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

贵强介绍，二次感染是指感染康复后，经过

一段时间再次感染新冠病毒，常常由于新

冠病毒变异导致。从二次感染出现的时间

来看，一般有一段间隔期，不会说感染以后

很快二次感染，同一毒株的二次感染概率

极低。

王贵强表示，二次感染主要还是指变

异株的突破性感染，突破性感染的时间间

隔和临床表现是密切相关的；间隔时间越

短，症状越轻，间隔时间长了以后症状就偏

重，这和人体内的免疫抗体有直接关系。

热点三：康复者为什么有的“复阳”？

不同于二次感染，“复阳”指的是感染

者在同一感染周期中两次出现阳性结果。

王贵强表示，准确地说，“复阳”应该叫

“再检出”，在既往研究中并不鲜见。实际

上病毒核酸持续存在，只是因为检测、采样

方法不规范以及排毒的间歇性，导致出现

时阳时阴的情况。是否“复阳”，应该以核

酸检测作为标准。

王贵强介绍，从传染性来看，以往大量

研究中没有从“复阳”感染者体内分离到病

毒，也没有看到其导致进一步的传播，因

此，“复阳”以后的传染性是极低的。从危

害性来看，只有个别人出现咳嗽、不适等残

留症状，“复阳”的人群基本没有症状。

热点四：是不是“早阳早好”？

王贵强表示，奥密克戎的致病力明显

下降，但感染后仍有部分人出现临床症状，

包括发热、肌肉关节酸痛、咽喉肿痛等表

现，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正常工作。为

避免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人，对医疗机构

造成巨大压力，专家不主张、不建议主动感

染病毒。老年人尤其是没有打疫苗的老年

人，一定要做好防护，尽量不要在第一轮流

行高峰感染。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

庆表示，感染奥密克戎之后，仍存在重症和

死亡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各个年龄段都会

有所体现，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风

险比例会更高一些。接种疫苗可以降低这

种风险，建议尽快接种疫苗或完成加强接

种。

热点五：居家患者如何判断症状加重

需尽快就医？

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下降，从目前数

据看，感染后大部分表现为轻型或无症状，

重症病例非常少，大部分感染者都可以居

家监测和治疗。如何判断症状加重需尽快

就医？

王贵强介绍：一是出现呼吸困难和气

短；二是经过药物治疗后仍发烧超过

38.5℃，持续 3天以上；三是原有基础病加

重，用药也控制不住，或出现心前区疼痛；

四是儿童出现嗜睡、呕吐、腹泻、拒食等情

况；五是孕产妇出现头痛头晕、心慌气短或

者胎动异常等情况。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副主任杨汀提

醒，有呼吸疾病的患者感染后容易给原发

基础疾病带来进一步变化，患者可以通过

及时监测血氧饱和度，了解病情是否有变

化。

热点六：部分地方买药难何时能缓解？

近期部分地方感冒药、退烧药紧缺。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周健

表示，正在千方百计推动企业迅速稳产达

产，扩能扩产，加大重点药物市场供给。我

国医药工业基础坚实，相关药品的产能会

很快得到释放，能够有效保障群众的用药

需求。

精准投放药品，是解决资源错配、避免

药物浪费的关键。周健表示，已经指导各

地有关方面制定工作方案，按照患者优先、

精准投放的原则，优先保障医疗机构、养老

院等重点场所药品供应。同时，组织大型

网上药店开发患者线上购药平台。

热点七：能否自行服用抗新冠病毒药

物？

王贵强表示，第九版诊疗方案中推荐

了三种抗新冠病毒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

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和阿兹

夫定，早期使用都可能减少重症的发生，缩

短病程、缩短病毒排毒的时间。但这三种

抗新冠病毒药物都应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

指导下合理使用。

其中，单克隆抗体需要静脉给药，需要

在住院期间使用，在门诊或者家里不适合

使用；奈玛特韦属于小分子抗病毒药，适应

症人群是轻型和普通型，使用时要特别注

意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阿兹夫定可以用

于治疗新冠肺炎，但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

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热点八：发热门诊排长队问题如何解

决？

近一段时期来，部分城市发热门诊的

诊疗需求增加比较快，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表

示，有关部门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要

求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都要开设发热门诊或发热诊室，进一步简

化发热门诊就诊流程，很多地方也开设了

发热门诊的简易门诊。

同时，推动分级诊疗，大力推动互联网

医疗服务。焦雅辉介绍，基层主要是实施

健康监测，特别是重点人群的健康监测和

健康管理；二级医院提供技术、人力各方面

的支持保障，满足一般诊疗的需求；三级医

院重点满足急危重症患者的诊疗需求。通

过这些方式，削减医疗机构瞬时的就诊高

峰，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热点九：如何保障老人、孕产妇、慢病

患者基本医疗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副司长高

光明表示，已要求基层医疗机构对空巢独

居的老年人、孕产妇、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血液透析患者等特殊人群，建立台账，做好

必要的医疗服务保障。

同时，也要做好相应的转诊衔接工

作。高光明表示，轻症、无症状和基础性疾

病比较稳定的患者，还是建议在家进行隔

离，进行居家治疗。对于重症和有重症高

风险因素的患者，可以到定点医院进行救

治。要把宝贵的120急救资源留给行动不

便或者急危重症的患者使用，保障 120生

命通道始终高效畅通。

热点十：能否及时监测到病毒最新的

变异情况？

许文波介绍，疫情防控策略优化之后，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根据多个新冠病毒

亚型在我国共循环的现实情况，制定了我

国人群新冠病毒变异株监测工作方案。方

案要求每个省选三个城市，每个城市选一

个哨点医院，每个哨点医院每周采门诊急

诊病例15例、重症10例和所有死亡病例的

标本进行基因组测序和分析，并且在一周

内上传测序数据。

许文波表示，通过该方案的实施，可以

实时动态监测奥密克戎系列变异株在我国

流行的动态和各个亚型的构成比例，以及

具有潜在生物学特性改变的新变异株的临

床表现、传播力、致病力等，为疫苗研制、核

酸和抗原等诊断试剂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记者：陈芳、董瑞丰、顾天成、李恒）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张泉 温竞华 李恒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如何保障重点人

群的医疗服务备受关注。老年人如何进

行居家治疗？婴幼儿感染后如何照护？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做好哪些必要准

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就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老年人要注意避免感染
使用抗病毒药物需医生指导

“老年人一定要做好防护。”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说，尤其

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和没有打疫苗的老

年人，这些人群属于重症高风险人群，要

特别注意避免感染。

老年人万一感染，是否要使用抗病毒

药物？

“目前，大部分人感染后表现为轻型

或无症状，但对重症高风险人群，还是要

进行早期干预。”王贵强说，第九版诊疗方

案中推荐了几种抗病毒药物，包括单克隆

抗体、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

和阿兹夫定。

“抗病毒治疗可以缩短病程，降低重

症的风险，但抗病毒药物要在医生的指导

下使用，不能在家里随便使用。”王贵强表

示，比如，奈玛特韦存在药物间相互作用

问题，老年人和有基础病者常常口服多种

药物，如使用辛伐他汀、胺碘酮等，就不能

使用奈玛特韦。

“各医疗机构和社区层面会逐渐提供

相应的抗病毒药物，请感染的人群，尤其

是重症高风险人群，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

用。”王贵强说。

多数孩子是自限性病程
对症处理提高孩子舒适度
孩子是我们重点保护的人群，如果儿

童感染，该如何做好居家治疗和照护？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介绍，感

染新冠病毒后，孩子的主要表现是发烧、咳

嗽、鼻塞、流鼻涕、咽痛等，部分孩子可能会

有肌肉酸痛、乏力、呕吐腹泻，有一部分孩子

可能还会出现声音嘶哑等喉炎的表现。

“由于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自限性的病

程，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对症处理，以提高孩

子的舒适度为主要方式，以缓解症状为主要

目的。”王荃说，孩子发烧的时候，一方面不

能捂热，另一方面要避免孩子再次受凉。

王荃介绍，2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的

孩子，能选择的退热药物只有对乙酰氨基

酚；2个月以下的孩子不能口服退热药，

包括新生儿在内的2个月以下的小婴儿，

如果出现发烧，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少数孩子在病程中可能会发生热性惊

厥。王荃说，一旦发生热性惊厥，应将孩子

放在平坦、不易受伤的地板或床上，松开孩

子的衣领，保持呼吸道通畅，让孩子头偏向

一侧，如果可以的话，让孩子保持右侧卧

位。惊厥发作的时候，不要往孩子嘴里塞

任何东西，不要喂食任何东西，不要试图束

缚孩子的肢体，以免造成孩子肢体损伤。

“大多数儿童热性惊厥发作时间较短，

多在3至5分钟内停止，如果孩子以前发生

过惊厥持续状态，或本次惊厥发作时间超过

5分钟还没停止，应立即前往医院。”王荃说。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备足药物
一旦感染做好症状监测
有些患有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

者比较担心，一旦感染新冠病毒会造成病

情的加重，他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对此，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副主任

杨汀表示，常规的防护措施还是要继续做

到，一些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功能障碍

的患者，若佩戴N95口罩后觉得呼吸困难

加重，则建议佩戴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

杨汀建议，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要备足

常规治疗药物和呼吸急救药物，配备血氧

饱和度监测仪，并适当拉长肺功能检查等

日常随访，避免增加感染风险。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一旦感染，应该怎

样居家治疗？杨汀说，患者在家中要注意

监测自己的症状，可针对咳嗽、咳痰、气短

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进行对症治疗。

“如果原有的呼吸症状明显加重，比如

喘憋加重，可以按需使用短效支气管扩张

剂，如果对症治疗后症状逐渐改善或平稳，

就可以在家里继续观察症状；如果症状出

现进一步变化，可以再去就医。”杨汀说。

杨汀提醒，这类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

常规的治疗用药一定要坚持使用；要在家

中随时监测血氧饱和度，及时了解病情是

否有变化。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测量血压、登记信息、接种疫苗、留观

30分钟……不到一个小时，重庆市九龙坡

区石坪桥街道造漆村社区的 70岁居民蒋

德琼，在自己家里完成了首针新冠疫苗接

种。

“我生病后行动不便，一直没去打疫

苗，现在社区把疫苗送上门，完成了我一

直想打疫苗的心愿。”蒋德琼说。

前不久，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摸排居民

接种疫苗情况，邀请当时还未接种疫苗的

蒋德琼进入社区疫苗接种微信服务群

中。了解到街道提供新冠疫苗上门接种

服务，蒋德琼预约了疫苗接种，第二天社

区就联系医生上门进行了接种。

“最后一百米”是重点人群疫苗接种

的“关键一百米”。石坪桥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上门接种服务团队先为接种居民

提供健康评估，然后根据健康评估结果开

展疫苗接种服务。截至目前，街道通过送

疫苗上门，已为 2000余名行动不便的群

众接种了疫苗。

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发布后，

重庆不断优化接种流程，打通疫苗接种

“最后一百米”，为重点人群提供安全有序

的接种服务。各区县成立疫苗接种工作

专班，通过设立绿色通道、临时接种点、流

动接种车，开设接种专场，开展上门服务

等，便利重点人群接种。

最近一周以来，重庆市沙坪坝区渝碚

路街道沙南街社区每天一早便搭起“老年

群体临时疫苗接种点”，不少老年人在家

属的陪同下有序登记信息、接种疫苗。

“您有没有慢性病？在吃什么药？对

什么过敏？”接种现场，医生正在对王熙珍

老人进行细致的身体评估，并表示接种前

需要对每一名老年人进行详细的身体评

估，评估合格后才可进行疫苗接种。王熙

珍的家属告诉记者，之前一家人也曾有顾

虑，近期通过社区的宣传，了解到疫苗接

种在预防重症、死亡等方面具有良好效

果，便主动来接种疫苗，“现在下个楼就能

接种，十分方便。”

今年 70岁的沙南街社区居民李婆婆

告诉记者，最开始是儿女劝自己接种疫

苗，现在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

安全接种了疫苗，自己便打消了顾虑。

“我觉得老年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应

当积极接种疫苗，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

“考虑到不少老年人对接种疫苗有顾

虑，我们除了做好服务，更要加强宣传引

导，努力帮助他们消除顾虑。”沙南街社区

党委书记王方芳表示。

连日来，沙南街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

清目标人群底数，建立工作台账，加强宣

传引导，上门开展宣传，为老年人讲解疫

苗接种的重要性及接种禁忌症等相关知

识，耐心解答群众疑惑，努力提高群众接

种意愿。目前，沙南街社区 60岁以上人

群疫苗第一剂接种率达93%。

（新华社重庆12月21日电）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 20日召开涉疫药品和

医疗用品稳价格保质量专题新闻发布会，

有关负责人表示，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

在产企业都在逐步释放产能，严厉打击涉

疫药品和医疗用品乱涨价问题，全力做好

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黄果说，在有关部

门协调支持下，解热镇痛类常用药物布洛

芬、对乙酰氨基酚两个品种的在产制剂企

业都在逐步释放产能。从部分企业的调

研情况看，我国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的

原料药产能比较充足、能够满足国内制剂

生产需求。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批准 42个抗原

检测试剂，日产量约 6000万人份。对抗

原检测试剂开展三轮次全覆盖专项抽检，

未发现不合格产品，整体质量稳定。

针对近日群众反映的电商平台高价销

售涉疫药品等情况，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

司长庞锦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对主要电商

平台网络销售连花清瘟、布洛芬、感冒灵颗

粒、口罩、抗原检测试剂等涉疫药品和医疗

用品的价格违法、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无证

经营等开展风险监测，已形成监测信息378
条，分发至属地监管部门核实并依法查处。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局长袁喜

禄介绍，严厉打击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乱

涨价问题，重点关注终端市场价格监管、

重要原材料特别是中药材价格监管、着力

维护价格和竞争秩序。近两周，全国市场

监管部门共立案价格违法行为 307起，结

案 92起，处罚金额 258.1万元，监管执法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连日来，市场监管总局迅速采取有效

措施维护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市场秩序，

相继发布了《关于涉疫物资价格和竞争秩

序提醒告诫书》《规范涉疫物资网络交易秩

序工作提示》《关于督促防疫用品和民生用

品生产销售企业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工作提示》，明确提出不得哄抬价格、不

得串通涨价等“九不得”红线，组织主要电

商平台企业召开行政指导会，压实平台主

体责任，加大对药品、商超、中药材交易市

场等日常巡查力度，加强涉疫广告监测监

管，全力保障投诉举报渠道畅通。

对于口罩生产和销售企业，市场监管

部门紧盯过滤效率、防护效果等重点指

标，加大口罩质量监督抽查和排查力度，

及时发现、依法处置不合格产品。截至目

前，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查口罩 4130
批次，排查处置质量问题900多个。

针对监管中发现的口罩质量问题，各

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技术机构深入生产企

业“把脉问诊”，指导企业在原料采购、生产

加工、产品包装、标识标注、存储运输等环节

加强质量管理。截至目前，共帮扶口罩生

产企业630多家，解决质量问题近300个。

（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服务再优点 便利更多点

加快打通重点人群疫苗接种“最后一百米”

市场监管部门全力做好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

康复后二次感染的概率有多大？
——当前疫情十大热点问答

老年人如何居家治疗？
婴幼儿感染后如何照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