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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记者 谢锐佳）您这会儿或者
已经在返乡路上，或者正在打点行装。但猝不及防的肺炎
疫情，或许已经把你搞懵了——应该怎么防护，到底还要
不要出门？

发端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后，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作出防控部署，坚决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

其实，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除了政府部门的决心、努
力，每个普通公民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讲究卫生，利己利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不仅关乎自
己，也关乎别人，少一个发病者，就少一个传播源。专家表示，
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个人防护，以保护自己和他人。如佩戴
口罩，而且应佩戴N95或医用外科口罩，而不是棉布口罩。还
应勤洗手洗脸，注意眼睛、鼻腔、口腔卫生，少去公共场所。

管好自己，管住自己。如果您是一名菜市场商贩，请不要
再乱卖野味了；如果您是一名“吃货”，请管住自己的嘴，别再
乱吃野味了。相关报道称，从感染人群的地理分布看，这次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关系很
密切——调查显示，此前在这个海鲜市场中有非法售卖野
生动物现象。而十几年前的SARS暴发，较大的可能也是跟
乱吃野味有关，前车之鉴，教训已够深刻。

不要传讹，谨慎“转发”。疫情发生后，一些耸人听闻
的谣言已开始在自媒体上传播。所以，请您手不要“太
快”，转发疫情信息之前多想一下——这个信息是不是权
威部门、权威媒体发出来的？是不是有违常理？尤其是那
些未经证实的过于“吓人”的消息、说法，更要三思。如果
随意转发，甚至自己造假造谣，不仅会给社会添乱，引起不
必要的恐慌，还可能触犯相关法规。

遵守规定，不要侥幸。这一新型肺炎疫情已确认存在
“人传人”现象，理论上，人停止流动，病毒就失去传播途
径，疫情就无法肆虐——当然，在现代社会，让人停止流动
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当下人人归心似箭的春运时刻。但一
些出行，的确也是可以自我调整的。钟南山院士建议：如果
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就不要春运出行了，尤其是身体发烧、
身在武汉。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也呼吁：现在能
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武汉九省
通衢，位置十分重要。从目前公布的疫情看，各地患者大
多数都去过武汉。听从钟院士等的建议，的确会给个人带
来不便，但在疫情还不是很明朗，又叠加春节人员大流动
的非常时刻，这不失为控制疫情蔓延的一种有效途径。

现在一些车站、机场已经开始检测旅客体温，请您一
定配合，如果被测出体温异常，应按照相关规定终止出行，
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而不是心存侥幸心理，藐视规
定。如果贸然继续出行，带病旅行，或许您会成为一个

“毒”源，甚至成为一名“超级传播者”，那样的话，受害的就
远远不仅是您了。

为了尽量遏制病毒传播，各部门各机构毅然回应旅客
诉求，甘愿自身利益受损，支持个人减少向敏感区域流动：
国铁集团表示21日起免收离抵武汉的火车票退票费；民航
局通知涉及武汉航班可免费办理退票；携程、美团等也推
出了便民退改政策……

相信科学，要有信心。面对疫情，我们要严阵以待，严
密防治，但也不要风声鹤唳，悲观沮丧。要相信科学，树立
信心，宣传科学的疫情防护知识——当年气势汹汹的“非
典”疫情，不是也在全国人民的团结一心、科学防治下被摁
住了吗？权威专家说，“非典”以后，全国各地都已经建立
起一套安全的门诊防控体系，也有一套治疗、抢救方法。

“大家不要怕，被感染了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武汉的一
些患者，也已治愈出院。

危机时刻，最能考验一个公民的素质。遏制新型肺炎
疫情，有责任感的公民不仅仅是受保护者，也是防范链条
上的主动积极行动者。非常时刻，每个人克服一些不便，
让渡一些权利，减少一些获得，可能就是控制疫情的关
键。千万不要觉得疫情好像离自己很遥远而漫不经心，各
地患者数量还在攀升，截至21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国
内13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440例，报
告死亡病例累计9例。国家卫健委专家认为，病毒有变异
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麻痹不得！

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才能把疫魔绑住，让全国人民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据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屈婷）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纳入乙类传
染病，为什么要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
防、控制措施？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获悉，采取病人隔离治
疗、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等甲类
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有利于迅速有
效控制疫情。

据了解，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是新

发现的病原，传播力和毒力还需要进
一步观察，而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是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的传染
病。因此，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是出于对人民健康高度负
责的考虑。

另据了解，根据目前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病原、流行病学、
临床特征等特点的认识及对人群健康

的危害程度，国家卫健委决定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 日发布 1
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
的预防、控制措施。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
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记者 王
贤） 近期，国内多地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从持续更新的官方
通报和权威新闻，可以看到这一波疫情
的变化过程：确诊病例近几天持续增
加；疫情从武汉一地向全国多地扩散；
国家卫健委向各省派出工作组；相关表
述从“未见明显人传人”变为“人传人”
再变为“可能造成持续的人传人”；有医
护人员感染……

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和地方政府也
做了大量工作。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当前正值春运特殊时期，“九省通衢”的
武汉人员流动大、范围广，疫情变化不
确定性较大。必须切实提高警惕，制定
科学应对方案，齐心打好这场没有硝烟
的疫情防控攻坚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科学防控，首
先要切实提高认识，真正在思想上重视
起来，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摈弃形式主
义和官僚主义。对疫情防控这种事关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大事，
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宁可把困难估
计得大一些，把风险估计得高一些，把
危害估计得重一些，也决不能有丝毫侥
幸心理，不能掉以轻心。

科学防控，重在尊重科学、尊重规
律，要严格落实相关政策规定，及时科学
有效处置。事实上，我国早已建立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和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机
制。比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就明确要求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
警、早处置，这些原则不容含糊。

一方面，有关各方要坚决落实“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要求，
做好集中救治措施，及时发布信息，有

效切断疫情传播的途径；另一方面，要
集中一切优势力量加强科学研究，加快
查明病毒源头和感染、传播等机理，为
遏制疫情蔓延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公开透明是最好的疫情稳定剂。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这
种关乎公共安全的事件，及时发布权
威、准确的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信息，
可以有效驱散谣言，缓解公众焦虑。同
时，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让人人提
高警惕、科学防护，就能画好防控疫情
的最大同心圆。

只要充分汲取抗击“非典”的经验，
坚持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应对处置方
法，充分利用日益完善的医疗卫生公共
服务体系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就一定能遏住疫情蔓延势头，打赢
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疫情
防控攻坚战。

新华社武汉1月22日电（记者廖君 喻珮）针对网传“武
汉市卫健委副主任刘庆香擅离职守到上海和女儿过年，被
发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辗转躲避，后被找到并强制隔
离”，武汉市卫健委官方微博“健康武汉官微”22日发文说，
相关信息严重不实。记者向武汉市卫健委相关同志作了
进一步采访核实。

据称，武汉市卫健委副主任刘庆香今年55岁，自去年12
月底以来，一直坚守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一线；她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在武汉工作的儿子；她和丈夫都
不是医生，丈夫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已于去年在武汉去世。

请网友不信谣、不传谣。

新华社武汉1月22日电（记者 黎
昌政 梁建强）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有效防止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播，保障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湖北省政府决定启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II级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启动后，湖北着力强化 7
大举措，切实强化疫情防控。具体内容
包括：严格实行属地管理制度、严格实
施隔离措施、加强社会面防控、严格疫

情报告制度、加强医疗机构管理、做好
物资保障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等。

湖北各市、州、县将成立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领导机构，统
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区域内各单位
（含中央在鄂单位、驻军、武警部队）不
分行政隶属关系，都要接受统一领导、
统一指挥、统筹协调。各地、各部门要
各司其责，确保政令畅通，共同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严格实施隔离措施。

湖北省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要认真

落实传染病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制
度。各地要指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并及时向社会
公布。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对发现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一律无条
件收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治疗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所发生的
医疗费，由各地政府按规定解决。

此外，湖北对疫情报告实行属地化
管理；对趁机制售伪劣产品、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行骗牟利等扰乱市场秩序的
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查处。

新华社武汉1月22日电（记者 廖
君 黎昌政）加强流动人员管理、交通枢
纽设体温检测点、对来自疫区的人员进
行健康登记……为全力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湖北省目前采取
多种举措加强社会面防控。

据了解，按照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II级应急响应后的相关部署，
湖北将加强流动人员管理，省内所有机
场、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均设体温检
测点，对所有进站人员实行体温检测，

并做好健康登记；对检测发现有疑似症
状的人员，实施临时隔离留验，并向地
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
移交；城乡基层组织要对来自疫区的返
乡人员和外来人员逐一进行健康登记，
及时跟踪观察其健康状况，发现发热、
咳嗽等情况应立即报告。

同时，湖北省政府强调，各地要严格
控制外出开会、旅游、考察等活动，严格限
制举办大型活动；要切实做好公共场所、
集贸市场、餐饮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卫生

管理和消毒工作，严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尽力阻断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源进入校园。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传染病防治法
律法规及防治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群
众健康素养。各医疗卫生机构、机场、
铁路、车站、码头、海关等部门和单位的
一线工作人员，以及交通工具、商场、餐
饮、理发店等密切接触服务对象的工作
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戴口罩上岗和其他
必要的防护制度。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记者22日
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
要求教育系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
高度重视防控工作，把广大师生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及时研究部
署落实防控措施，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坚
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坚决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安定祥
和的新春佳节。启动教育系统公共卫生类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通知指出，各地和学校要摸清寒假
期间在校学习生活的学生情况，通过多
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区分已发生疫情
和未发生疫情地区，指导分类做好应对
方案。发生疫情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根
据疫情发展情况，切实做好开学师生返
校预案及相关准备工作。重点关注贫困
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等医疗卫生资
源条件相对薄弱地区学校防控工作。

通知称，各地和学校要积极参与联
防联控，密切关注师生发生疫情情况，
及时准确掌握信息，积极获取专业指

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配合
卫生健康等部门集中救治、全力救治患
者，有效处置疫情，严格落实疫情防扩
散措施。

根据通知，在春季学期开学前，将
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传
染病为重点，加大校园环境卫生整治力
度，全方位改善学校环境卫生条件，推
进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馆、图书馆、
厕所等重点区域和场所环境卫生改善
整体行动，为广大师生创造卫生、整洁、
健康、文明的校园环境。

疫情袭来，做个负责任的公民

武汉市卫健委：

网传“武汉市卫健委干部到上海过年”等不实

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意味着啥

防控疫情，重申“四早”和公开透明

教育部部署教育系统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湖北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I级应急响应
7大举措强化疫情防控

湖北全面强化社会面防控应对疫情
加强流动人员管理交通枢纽设体温检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