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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最新发声：有关疫情的10个判断

2月2日， 国家卫健委高级

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

了媒体采访， 释放了一些有关

疫情防控的新信息，值得关注。

1.

未来

10

天至两周左右

有望出现高峰

截至2月2日24时， 国家卫

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205例，现

有重症病例2296例， 累计死亡

病例36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475例，共有疑似病例21558例。

钟南山：

确诊数量现在是

升高，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我相信不会太长。

我们判断此次疫情有望在

未来10天至两周左右出现高

峰，但我们仍需加强防控，不可

放松警惕。 在此要特别向武汉

这个英雄城市表示感谢， 他们

做出了重要的牺牲和贡献。

2.

病死率比

H7N9

等低 ，

但比普通流感高

钟南山：

到2月2日，确诊病

例病死率大概是2.3%、2.4%。因

为患者集中， 武汉病死率要高

于外地， 但不应该因病死率低

就放松警惕。

总 的 来 说 ， 与 H7N9、

MERS、H5N1相比，病死率相对

低，但比普通的流感要高。

3.

要关注粪

-

口传播

据报道，2月1日，深圳市第

三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发现，

在某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呈阳性。 中科

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在患者的

大便和肛拭子中发现病毒核

酸。

钟南山：

我们正在努力看

能不能分离出病毒。 现在还在

检测，需要时间。但是在粪便里

发现有核酸阳性的话， 还是需

要高度关注的。 只要真的分离

出病毒，那么粪-口传播的可能

性就会增加。

分离出核酸和分离出病毒

有何区别？ 分离出病毒就是有

活病毒，核酸就是核酸。要是分

离出病毒， 说明粪便里有生存

的冠状病毒，那问题就更大了。

4.

研究基本支持病毒来

源于蝙蝠

?

钟南山：

对2019-nCoV的基

因组的分析研究表明， 其与

SARS-CoV有79.5%的相似性，

而与蝙蝠来源CoV有96%的相

似性，基本支持2019-nCoV来源

于蝙蝠， 但是否存在中间宿主

目前还需要研究。

记者注意到， 湖北省科技

厅厅长王炜2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透露，在动物溯源研究方面，

研究证实， 新型冠状病毒使用

与SARS冠状病毒相同的细胞

进入受体，研究发现，新型冠状

病毒与一种蝙蝠的冠状病毒序

列一致性高达96%。

5.

至少

7

个小分子药物处

于不同临床研究阶段

钟南山：

迄今2019-nCoV还

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 一些个

案报道的治疗药物仍需更多的

临床实践证明效果。

现有至少 7个针对病毒

RNA聚合酶或蛋白酶的小分子

药物，包括CR3022抗体药物都

处于不同临床研究阶段； 相关

疫苗的研发也在开展中， 但距

离临床应用尚需时间。

此外，记者注意到，湖北省

科技厅厅长王炜2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透露， 目前已初步筛选

出三种治疗药物， 在细胞层面

能有效地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

复制， 其在人体上的作用有待

临床试验。

6.

最有效的方法仍是“早

发现、早隔离”

钟南山：

目前全国的疫情

仍处于上升期。面对此次2019-

nCoV肺炎疫情， 最原始最有效

的方法仍是“早发现、早隔离”。

之前我讲过， 从外地回到

武汉的人，十多天潜伏期过去，

没病也就没事了， 生病的话可

能已经在当地治疗。 因此回到

武汉的人，问题不是很大。但从

武汉地区出去的人， 还是值得

注意。

2月2日， 武汉市金银潭医

院37名患者出院。

7.

疫情防控面临三大问

题与挑战

钟南山：

首先， 疫情局部

集中爆发， 医疗资源匮乏。 第

二， 尚需做好患者分流， 减轻

定点医院压力。第三，需切实做

好院感防控。

8.

无症状感染者应如何

防控？

钟南山：

无症状感染者不

是很多，但是有。这些人绝大多

数与确诊病人接触过， 或有武

汉接触史才去做检测。 有报道

称， 个别无症状感染者可以自

己治愈， 也有个别无症状感染

者可以传染给别人。 所以只要

检测是核酸阳性， 就一定要隔

离，要重视这个问题。

9.

普 通 群 众 不 需 要 用

N95

口罩

钟南山：

普通群众很少用

N95口罩，也不需要，普通外科

口罩就可以。 只要有公众集会

的地方应该考虑戴， 但不是任

何地方都戴。你去球场，人没有

多少，用不着戴。

口罩没必要每次换着用，

一般是4个小时。口罩只要保护

得好，把贴脸的那一面叠起来，

脱口罩时手不要沾它， 这样放

的话就可以继续用。

10.

有信心更加有效控制

此次疫情

钟南山：

17年前的SARS持

续了近6个月的时间，如今我们

的国家在重大传染病防控方面

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有

信心更加有效地控制此次

2019-nCoV肺炎疫情，尽快恢复

正常社会秩序。

这需要我们一线医务人员

的努力， 需要我们科研工作者

的努力、需要我们患者的努力，

需要全国人民的努力， 同时需

要各国一起加强合作、 携手应

对，万众一心、攻克难关。

战疫情|枣庄学院开通网络心理支持服务

面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 您可

能或多或少会产生焦虑与不安，

如果您被担忧、 无助、 低落等

情绪影响到正常生活， 请您联

系我们。

枣庄学院学生工作处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积极响应

教育部及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

面向全体学生提供网络心理支

持服务！ 让我们一起为武汉加

油！ 为中国加油！

1.

服务对象：

枣庄学院全体学生， 尤其

是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带来较大心理压力的同学。

2.

服务方式：

（1） 通 过 添 加 QQ 号

（3116514014）， 提供一对一在

线心理咨询服务， 服务时间：

9： 00—17： 00。

（2） 发 送 邮 件 至

3116514014@qq.com，专职心理

咨询师会在24小时内给您回复。

（3） 加入“枣庄学院防疫

心 理 互 助 ”QQ 群 （群 号

1037722899）， 咨询师老师们和

心理委员们会陪您聊一聊， 让

我们彼此支持。

注：

1. 此服务不收取任何费

用。

2. 申请添加QQ号、 入群、

发送邮件都请写明学院、 姓名、

学号， 我们将遵循职业伦理规

范， 严格保密咨询信息。

心理小贴士：

1. 与亲人朋友深度交流，

寻求支持和关心。

2. 放下手机， 适当减小信

息过载的冲击。

3. 规律生活， 合理安排饮

食， 适当锻炼。

4. 正向思维， 接纳情绪，

积极应对危机。

5. 培养良好卫生习惯， 保

持室内通风、 保暖， 做好自我

防护。

无论您身在何处， 枣庄学

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将

一直和您在一起， 无论路途多

么遥远， 我们一起走过！

疫情隔离仅仅是地理上的

距离但我们的心却始终相连！

战“疫”中的保安

———献给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高校保安

履

运河愚翁

本该是举国欢庆

万家团圆

人们却如临大敌

心惊意乱

在

2020

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

忽如一夜寒风起

不是雾霾

而是疯狂的病毒恶魔

猝不及防 突如其来

武汉蒙难 扩散蔓延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当病毒肆虐的时候

人们哪怕呆在家中

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

而你们却毫无畏惧

挺立在防控前沿

没有豪言壮语

没有誓师请战

没有隔离服

没有请假 休班

凭着对良知的坚守

心怀对生命的敬畏

凛冽寒风中

站成一道别样的风景

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你们知道有多危险

知道家人有多牵挂

你们 多想与爱人说说知心话

多想陪老人啦啦家常呱

可为了校园的平安

你们毅然舍弃了小家

询问 登记 测温

耐心细致 不厌其烦

劝回兴致冲冲的访客

挡住远道而来的车辆

似乎不近人情 刻薄古板

但善意的劝说

还有被寒风吹得僵硬的笑脸

给失望的人们传递着春天般的温暖

请停车检查

请出示证件

请减速慢行

请停放规范

一天又一天

一遍又一遍

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语言

简简单单 平平凡凡

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从没有得过且过

总是认认真真 一板一眼

你们习惯了冷嘲热讽

淡然了冷眼相看

可一句“小小的保安”

听了依然心酸

谁都有情感薄面

谁都有人格尊严

你们没有褒奖回报的奢望

却渴盼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体谅

你们很难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但却有最朴素的担当夙愿

凭自己的辛勤付出

养一家老小

保一方平安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在这场看不见敌人

却牵动着世界神经的战场上

你们默默奉献 无怨无悔

坚守着咫尺沃土

守护着师生平安

守护着 师生们的精神家园

你们是疫情面前的逆行者

非常时期的真好汉

看着寒风中你们疲惫的身影

情不自禁发出我由衷的心声

———辛苦了 我的保安兄弟

请接受我最真诚的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