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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阻击战

解放访谈

孙晓冬 上海
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

孙晓冬：及时掌握信息、检测加速、药物研发跟上，治疗会更加乐观

防控落实到位，元宵节应能迎“拐点”

■本报记者 顾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病“拐点”大概何
时？即将面临返城复工，会影响疫情防控吗？

记者针对上述问题专访了上海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孙晓冬。

解放日报：市民都非常关心疫情的时间
节点，有专家说元宵节是拐点，您认为这种
说法可靠吗？

孙晓冬： 钟南山院士提及元宵节是疫情
拐点， 是基于前期防控措施初步到位的前提

定下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封城、截堵
到位，前期效果确实达到了，各地防控措施也
同步跟进，疑似病人都在排摸。如果这些措施
原原本本落实到位，元宵节应该是拐点。

从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特点来看，分为传
染源、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三个环节。封
城、隔离医学观察等，都是控制传染源和切
断传播途径的做法，如果这些措施都不打折
扣地落实，形势会趋于乐观。

但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后续措施，例如，是
否有人刻意逃避隔离医学观察？流调时，被调
查人提供的信息是否不准确甚至不真实？这
些不确定因素也会影响疫情防控， 因此我们
还不能存有侥幸心理，更不能掉以轻心。

解放日报：隔离点正渐渐解除，是否意
味着防控措施正渐渐起效？返城复工，会影
响疫情防控吗？

孙晓冬：前两日，上海解除了首个集中
医学观察点，可以说，疫情防控取得了一定
成果。事实上，疫情防控是否起效关键在于
“防和堵”。我们回溯历史，上世纪初，公共卫
生专家伍连德凭借一己之力，控制住了东北
鼠疫， 他遵循的也是传染病防控三原则，即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相比百年前，而今国家层面防控力度如此之
大，公众认知显著提升，起效是必然的。

我们采取大面积排摸、居家隔离等措施，

政府延迟复工、延迟大中小学开学等，这一切
都体现了政府的防控措施的力度和人文关
怀，也为防控提供了时间余量。不过需要提醒
的是，全体市民（包括解除隔离后的市民），还
需要做好自我防护，持续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大家众志成城努力，控制疫情发展。

解放日报： 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认知，

比疫情刚开始时更为清晰，您能介绍当下病
毒研究领域的进展吗？

孙晓冬：最早我们只知道病毒的基因序
列，知晓病毒潜伏期 2?12 天，而今病毒的
“神秘面纱”正渐渐揭开。

从现有研究来看，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力比较强，但疾病危害程度、病死率比 SARS

要低。当下上海市疾控中心已有近三百人全
身心奋战在一线，每天分三批次日以继夜加
速检测，确保 6?8小时就能出结果，最晚 12

小时内出报告，未来检测速度还会进一步提
升。另外，市疾控中心还派出专业人员下沉

到各个区疾控中心，及时掌握信息、及时准
确报告，真正做到关口前移。伴随检测加速、

药物研发跟上，治疗会更加乐观。

面对新型传染病，我们不恐慌，但不代
表不重视。 任何疾病都有其发生发展规律，

迄今， 我们还没完全看透它的流行规律，当
下的态度是应该保持清醒头脑，既不能太乐
观也不能太悲观。

解放日报：许多市民关心新型冠状病毒
引发肺炎是否有疫苗可以预防？

孙晓冬： 尊重科学首先要有科学的态
度。疫苗研发需要时间，即使加快速度缩短
“赛程”，至少也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以埃博
拉病毒疫苗为例， 举全球之力研发仍要两
年。因此疫苗未来是可能有的，但需要临床
试验、伦理论证等多个环节，肯定需要时日。

我想要提醒的是，秋冬季本就是呼吸道
疾病高发季节，市民在关注新型冠状病毒引
发肺炎之时， 不妨就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老年人接种肺炎疫苗，预防肺炎导致的
并发症；体弱者接种流感疫苗，减轻流感带
来的副作用。日常要戴口罩、勤洗手，防患未
然，降低呼吸道传染病带来的危害。

登记首日秩序井然，偶有排队居民也都理解，还有些社区用起电话、短信、微信等“不见面”方式

预约买口罩，上海社区新招多

■本报记者 唐烨

昨天早上，在静安区天目西路街道和泰
花园小区内的和泰居委会，登记预约口罩的
居民先经过测量体温， 再有序进场登记，整
个过程只要三五分钟， 没有出现排队的情
况；在几公里之外的临汾路街道，设在社区
内的口罩预约购买登记点静悄悄，街道一早
上线了网上预约小程序， 居民动动手指，一
两分钟就能完成网上预约……

昨天是上海各社区接受居民预约购买
口罩的首日。 记者在上海各个社区发现：预
约购买口罩登记点现场秩序井然，偶有排队
现象，居民也能表示理解，还有一些社区采
用了电话、短信、微信等“不见面”预约方式，

让居民不出家门就能做好口罩购买的预约
登记。

事先准备充分引导有序
早上 7点， 在和泰居民区，7 位居委干

部、4位下沉到居委的街道干部与党员志愿
者 30多人全员到岗， 有的在登记点负责登
记、引导、量体温，有的在小区大门口引导进
来的其他小区居民到登记点。

8点 30分刚过， 居民唐阿姨走进登记
点，工作人员在门口为其测量了体温，又有
人引导其穿过等候区，来到登记处。“家里三
口人，没有口罩了，所以今天赶快过来预约。

希望能早点拿到口罩。” 唐阿姨边说边拿出
户口簿，请工作人员帮助登记信息。在填写
信息后，唐阿姨就领到了“预约购买凭证”，

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购买口罩就在中
华新路上的复美药房， 是个 24小时营业的
药店，走过去只有 100 多米，很方便。”唐阿
姨挺开心。由于路线设计合理，唐阿姨不用
走“回头路”，登记后直接出门到了小区的花
园。

由于之前居委干部在居民中做过动员，

引导居民错峰来登记。所以，在记者采访的
一个小时内，仅有 19名居民前来登记，且时
间上非常分散。居委干部本来在等候区放了
60把椅子，以备居民等待时使用，但这天上
午没有居民坐过这些椅子。

正是因为准备充分、 防护措施到位，这
样井然有序的场景，昨天在上海很多社区都
能看到。

早上 8点 30分， 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

市民中心登记点准时“开门迎客”，前半个小
时的登记人次就接近 50人。 记者在现场看
到，居民来到市民中心后，先从右手边大门
排队测量体温；排队时，可以从宣传栏上阅
读一套“极简版”的登记流程：“先登记，拿好
号，等通知，再去买”，让居民在进门前就大
致知晓，接下来自己要完成的操作。

早上 9点 30分， 在奉贤区南桥镇运河
居委会，前来登记预约的队伍已至少排了 30

米以上， 现场居民都自觉保持一定距离，安
静地等待。看到渐长的队伍，前方负责登记
核查的社区干部明显加快了速度。为避免居
民自主登记影响速度，同时因多人使用纸笔
带来交叉感染，登记工作统一由居委干部代
为完成。三组登记台前，各有两名工作人员，

一个负责写，一个负责核实、发票。写的人手
速越来越快，核的人动作越发娴熟。起先每
登记一户一分钟左右，越往后，大约 40秒就
可以完成一户的放票，队伍的流速也加快了
不少。许多居民拿着购买凭证匆匆离开。

“不见面”预约省时省力
为了减少居民到现场排队的情况，不少

社区除了开设现场预约， 也开通了微信预
约、电话预约、短信预约等“不见面”预约的
方式，让居民“少跑路”“少出门”。

昨天一早， 家住淞南三村 92号的严先
生并没有前往居委会排队。他说：“我们不用
出家门就可以直接预约。动动手指，通过线

上小程序录入，没出现卡顿，很方便。”原来，淞
南镇昨起上线了微信预约小程序，这个小程序
的二维码被张贴到镇上每个楼道每户家庭，居
民扫扫二维码、 回到家里就可以进行预约了。

对于居民提交的个人信息，居委将通过实有人
口统计等系统进行比对， 确保信息真实有效。

昨天上午仅半小时， 网上登记人数已达 3942

人，是现场登记人数的 5倍。

上午 9点，临港新片区宜浩欧景居民区居
委会却不似想象中那么热闹，只有几名社区工
作人员在办公室坐着。相反，电话铃声、说话
声、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好的。您说一下有
效证件信息和居住信息，我帮您登记一下。”一
名工作人员刚刚挂断上一通电话，下一通立刻
打了进来。在申港社区，宜浩欧景居民区的做
法几乎成了每个居委的统一选择———通过电
话、网络预约，尽量分流登记预约的社区居民，

避免线下登记点聚集人群。

在人口集中的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登记预
约购买口罩全部采取了短信线上预约方式。此
前一天，花木街道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等
发送了此次预约的方式，预约以发送短信时间
为序，预约登记情况将及时公开，接受监督。预
约成功后， 居民后续可以接到居委会通知，带
好登记的有效证件及时到指定药店购买。

对手机操作有困难的老年居民群体，不少
居民区纷纷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招数”。普
陀区甘泉路街道发动小区党员、楼组长、志愿
者特别是在职青年党员志愿者，在小区各主次

干道及门栋楼前， 帮助老年居民完成线上预
约；对独居老人采用电话登记，由居委会干部
代为线上操作部分等方式。

精细化操作把好事办好
居民到现场预约， 最担心的是人员集聚，

出现交叉传染的情况。上海不少社区都动足脑
筋，引导居民错峰预约、“候诊”式预约等，有效
地疏导了人流。

在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凉三居委会采取
了“看病就医”的流程：居委会办公室就像“医
院科室”，门窗打开，每小时消毒一次；居委干
部引导叫号，居民分批进入室内廊道“候诊”，

一次进到居委会办公室 3个人，其余人在室外
排队等候； 在奉贤区金海社区金水苑小区，登
记点门口地面上粘贴了排队定位标记，确保空
出一米间距。

对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人群，不少社区也
有着人性化的安排。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四明居
委干部将辖区内 20多户行动不便、 无法外出
预约登记的老年居民名单，上报到街道，由街
道统筹解决他们的口罩购买问题。

部分街镇还跨前一步，制定了居民购买口
罩少排队的方案。静安区临汾路街道将每日从
药店配送的口罩送到居委会，居委会干部按照
预约时间先后顺序通知居民购买；松江区九亭
镇制定了错时购买的预案，根据各居委会实际
预约情况， 形成同药店内动态调剂的方案，确
保口罩发放的合理有序。

全市 6077个居村委会均如期启动预约登记

217.5万户居民首日完成预约
本报讯（见习记者 顾杰）从昨天起，上

海优化口罩供应方式，本市居民可先到居村
委会办理预约登记，接到通知后再前往指定
药店购买口罩。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经过市、区相关
部门和街镇、基层社区日以继夜地工作，全
市 16个区 215个街镇 6077个居村委会，均
如期启动了预约登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昨天 17时， 全市已有 217.5万户居民

完成预约登记， 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户数的
26.25%。市民政局表示，按此速度，预计 4 天
内全市有购买口罩需求的家庭基本都能预约
登记。

记者了解到，为了尽可能方便市民，在此
之前，各区、各街镇、各社区采用了贴公告、发
微信等方式，引导居村民群众错峰登记、错时
登记。预约登记启动后，各社区居村普遍采取
了“定点定距”的排队方式，基本未出现人群集

聚现象，首日预约登记工作总体平稳有序。

值得一提的是，在做好预约登记点线下登
记的同时，各街镇、社区在确保以户为单位、排
序公开公平的基础上，也试行了小程序、电话、

短信等多种线上预约方式，这样一来，居民足
不出户就能实现口罩预约。此外，有些居村委
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推出了为社区老年人、

居家隔离人员、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众“代预
约”甚至“代购”的暖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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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海华 李宝花

在昨天召开的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委公布信
息，截至昨天中午 12时，上海市
已累计排除疑似病例 389例，发
现确诊病例 182 例。 确诊病例
中，男性 93例，女性 89例；年龄
最大 88岁， 最小 7岁；110例有
湖北居住或旅行史，5 例有湖北
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64例有
相关确诊病例接触史，3 例无湖
北接触史；外地来沪人员 74例，

本市常住人员 108例。 目前，确
诊病例中，160例病情平稳，7例
病情危重，4 例重症，10 例治愈
出院，1例死亡。尚有 220例疑似
病例正在排查中。

市级医院派驻
支援医务人员
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郑锦介绍，在市公卫中心建立前
方指挥部，进一步加强定点医院
医疗救治统筹协调。制定本市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
治下一阶段工作预案，加强医疗
救治力量储备。目前，已对全市
110家发热门诊开展三轮全覆盖
督导。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启动市
内支援公共卫生中心医务人员
第一阶段预案，全部由市级医院
承担派驻支援医务人员任务。

市农业农村委与相关金融机构已建立本市地产农
产品的应急生产资金需求快速响应机制， 开通绿色审
核通道， 支持本市地产农产品企业稳定生产、 保障供
应。 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建立市级
应急储备物资紧急调运机制，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应急储备物资紧急调运工作。市
民政局严格落实养老服务机构防控工作， 对有送餐等
刚需服务的老年人，在做好各项防护措施的基础上，保
障居家上门服务。

2号线恢复正常运营
春运返程高峰即将到来，市交通委副主任杨小溪介

绍了相关防控措施。目前，省际客运和水路持续停运，以
铁路预售票数据和民航预估数据为预测前提进行预判，

正月十五前返程客流比例与往年初六前返程的客流比
例相同， 意味着春运返程较以往年份持续时间更长，客
流强度将明显下降。2月 8日后将逐步完成剩余节前发
送客流的返程。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整体返程客流
趋势发生了变化， 国内返程大客流可能出现在下周。铁
路方面， 到达上海地区的客流将从 2月 5日起逐渐走
高，到达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 2月 8日至 10日，预计 2

月 9日为最高日。后续受学校开学、学生流叠加影响，在
2月 15日左右客流将再次出现上升。 高速公路方面，目
前沪道口流量受道口前移和进沪车辆人员测温影响，出
现部分道路时段性拥堵。预计今年为双高峰，峰值出现
在 2月 1日—2月 2日和 2月 8日—9日。 单次车流同
比下降，总量较去年有所上升。

本市交通行业已实施消毒通风措施、交通工具消毒
工作实现全覆盖。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黄浦江轮渡及三
岛客运将于 2月 10日全面恢复到正常工作日状态。目
前轨交 9号线已恢复正常运营，轨交 2号线今日恢复正
常运营。出租汽车方面，在落实各骨干企业在 3000辆春
运应急保障车源的基础上，每日再增加 500辆—1000辆
的计划运力。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邵伟中透露，上
海地铁将从 2月 3日起陆续开展进站乘客测温的措施。

首先在和交通枢纽相关联的 9座车站实施，主要包括上
海火车站、虹桥火车站、上海南站以及浦东国际机场等，

一共设置 23个测温点，和现有的安检点合并设置。每个
测温点配备 2台测温仪。 后期将根据物资到位的情况，

逐步拓展测温的车站。

手机端填报健康登记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丽建介

绍，针对当前的客流返程高峰，在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
虹桥站等三个大站和三个小站， 安装大型红外线非接触
式测温装置 72台，配备手持式测温仪 81支，实施出发和
到达旅客全部测温。配合政府设置留验站，做好发热旅客
留观工作。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周俊龙说，据
预测返程高峰可能出现在下一周，与前期客流相比，返程
高峰期的旅客数量并没有超过日常的客流流量。目前，上
海正式推出了手机端填报健康登记的渠道， 旅客可以在
航班起飞之前以及到达上海过程中事先填报。

郑锦介绍，市卫生健康委依托健康云的平台，开发
完成了 “来沪人员健康动态观察系统”， 已经在本市公
路、铁路、机场、码头等交通口岸和道口全面应用，并通
过上海发布、短信提醒、道口宣传海报等多种途径向来
沪人员进行提示， 引导进沪人员在等待时提前填报，提
高入沪人员通行效率。 重点人员信息直接通过系统推
送到各区和社区健康管理团队，开展健康观察。 原有的
健康信息填报方法也可以同时使用。

返程高峰提醒
■民航

上海浦东、 虹桥两
大机场国内返程大客流
可能出现在下周

■铁路
上海地区到达客流

高峰主要集中在2月8日
至10日， 预计2月9日为
最高日。2月15日左右客
流将再次出现上升

■高速
预计今年为双高

峰， 峰值出现在 2 月 1

日—2 月 2 日和 2 月 8

日—9日

▲瑞金二路街道公众号推出 “口罩预
约”栏目。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荩在静安区南山路居委会口罩预约登记
点， 居民可扫描居委公众号知晓何时可购买
口罩，现场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