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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呈高
发态势，我国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
地区聚集性疫情明显增加，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复杂。特别是春节期间
人员流动增多，聚集性活动频繁，将
加大疫情传播的风险。为贯彻中
办、国办《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
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务
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了《关于有序
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核酸检测工
作的通知》。通知看点有哪些？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有关负责人就重

点问题进行了回答。
问：通知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答：为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

核酸检测工作，通知自下发之日起
开始执行。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出行从2021年1月28日春
运开始后实施，至2021年3月8日
春运结束后截止。

问：春运期间出行人员到达目
的地后是否需要隔离？

答：符合本文件规定出行条件
的出行人员持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到达目的地后不需要隔
离，到达目的地后做好个人健康监

测，尽量减少聚集，遵守当地疫情防
控政策。如果出现发热、干咳、咽
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身体不适
症状，及时到医院就诊。

问：出行人员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如何获得？

答：出行人员出发前可在当地
任意一家有核酸检测资质的医疗机
构、疾控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
行检测，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包
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

“绿码”出行。
问：混采检测与单管检测有什

么区别？

答：混采检测指将多人的样本
（一般不超过10人）混合入同一检
测管开展检测，提高检测效率，降低
检测成本，但可能等待集中采样的
时间稍长。按照自愿的原则，春节
期间出行人员核酸检测可以采取混
采技术开展检测。混采和单管检测
的实验室检测时间是一样的，不影
响出具检测报告的时间。

问：如何保障春运期间核酸检
测需求？

答：针对春运期间核酸检测需
求量增加的情况，指导各地提升核
酸检测能力，积极探索降低核酸检

测成本、提高核酸检测时效性、增加
核酸检测便利性等。截至目前，全
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已超过每
天1500万份，如进行混样检测，全
国总检测能力还能进一步提高，保
障春运期间核酸检测需求。

问：接种新冠疫苗者是否也需
要遵循春运期间出行核酸检测的
要求？

答：综合考虑疫苗保护效果、预
防感染、阻断疾病传播的能力等因
素，目前已接种新冠疫苗者仍需要遵
循春运期间出行核酸检测的要求。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记者胡喆）

这个特殊的春运，你准备好了吗？
——来自全国春运“重镇”的一线观察

疫情之下，安全是“重中之重”。
在全国高铁客流第一站广州南

站，每天深夜23时30分，负责疫情
防控工作的客运值班员司淋涛准点
开始“清场”，近7万平方米的广州
南站候车室内，地板、座椅、电梯等
每一个需要消毒的角落都必须认真
进行消杀。全站消毒作业完毕时，
已是凌晨5时。

每天的第一趟高铁发出前，保

洁员要把购票窗、取票机、验证口、
电梯扶手、旅客座椅、茶水间、厕所、
进站验票通道等旅客要接触的设备
设施全部做好擦拭消毒工作。

在九省通衢的武汉汉口站，曾
遭受疫情最严峻考验的车站正严阵
以待。车站每4小时就要对车站直
梯、扶梯、检票口、出站闸机等重点
设施设备和旅客列车厕所门把手、
洗脸间水龙头、废物箱投放处等重

点部位消毒。
在沪昆、昌赣高铁等干线交汇

的铁路大枢纽南昌西站，自动消毒
机器人“小布”正沿着规划的路线，
喷洒消毒药水，遇到旅客，还会变更
路线或停下来让行。

“通过机器和人工作业配合，我
们能确保候车室、站台等公共空间
消杀全覆盖、无死角。”南昌西站客
运员江首志说。

1月24日18时，广州南站和深
圳北站进行了一场“生命的接力”。
3名医护人员、2个高铁车站铁路职
工联手爱心接力，两个车站开通绿
色通道，护送一名在深圳出生两个
月的宝宝在广州南站换乘，前往北
京进行紧急手术。

在高铁技术成为“国家名片”的
同时，我国铁路服务水平也在不断
提升。

在春运前夕，广铁集团在广州
火车站等116个车站安装了266台
扫二维码取口罩设备，为忘记戴口
罩或口罩损坏的旅客免费提供口
罩。在10个日均发送旅客2万人

以上的车站服务台，提供非酒精免
洗洗手液。

为做好重点旅客服务工作，南
昌火车站增加“红土情”服务台。“红
土情”服务台客运员杨佳说，服务旅
客要求接力不脱节，重点旅客进站
后，前方服务台就会通知对接。列
车到站台后，还要确保将每一位特
殊重点旅客送上车，交接给列车乘
务员。

“更好的体验、更暖心的服务，
是我们的目标。”广州南站党委副
书记王展新说。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记
者吴涛 余贤红 王贤）

黑龙江望奎县农村婚宴
是如何引发聚集性疫情的？

近期，一些地方的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农村
婚宴等聚集性活动有关。在此轮黑龙江疫情“重灾
区”绥化市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不少确诊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于元旦前后曾不止一次参加婚宴。

疫情最早暴发地
村民不止一次参加婚宴

1月26日，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9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8例。自1月10日望
奎县报告首例无症状感染者以来，截至26日24
时，黑龙江本轮疫情现有确诊病例486例，现有无
症状感染者529例，两项合计逾千例。

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是黑龙江省此轮疫情最
早暴发地。望奎县早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均来自惠七村李景华屯、洪家屯。根据发布的患者
活动轨迹，“新华视点”记者发现，不少李景华屯村
民在元旦前后不止一次参加了婚宴等聚集性活动。

李景华屯村民王某龙，是望奎县报告的第一
例无症状感染者王某鹤的父亲。2020年12月29
日，王某龙到绥化市绥棱县双岔河镇富民村下庙
子屯参加婚礼；12月30日，他在绥棱县又参加一
场婚礼后，驾车回到望奎县惠七镇。目前，王某龙
被确诊，在绥化市第一医院治疗。

在绥棱县参加婚礼期间，王某龙与12月28
日从长春乘坐火车到绥棱县参加婚礼、长春市通
报的“无症状感染者一”和“无症状感染者二”夫
妇，于12月29日同乘一辆车返回望奎县。

根据公布的李景华屯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
可以发现，不少村民于元旦前后参加了村里多场婚
宴。李景华屯一位李姓村民是无症状感染者。他
说，元旦前后村里举办了多场婚宴，他参加了一场，
其中惠七村洪家屯的一场婚宴摆了两天的流水席。

望奎县疫情发生后，绥化市全面开展宴席专
项排查。据了解，自2020年12月25日以来，望
奎县举办宴席9600多桌，参加人数8万多人次，
绥化市举办婚礼宴席3100多次，流调人员发现了
很多与这次疫情相关的信息。

近日，国家流调组专家和绥化市共同研判得
出几点初步意见，其中之一就是聚集性活动加速
疫情传播。

流调组专家表示，通过对李景华屯、洪家屯
2020年12月28日前的聚会活动排查，发现只有这
两个屯感染率高，其他屯感染率低。2021年1月1
日到3日洪家屯婚宴后，本屯与外屯感染率差距较
小。据此，专家组得出结论：一是传播者可能不止一
个，甚至还有超级传播者；二是元旦前后走亲访友和
婚宴类聚集活动，进一步放大了疫情传播。

流水席摆两三天
室内封闭空气不流通

在黑龙江不少农村地区，冬季是举办婚宴的
高峰期。望奎县李景华屯村民李士忠说，农村办
婚宴多选择在农闲季节，特别是年底。按农村的
婚宴习俗，要杀猪，并且摆两三天的流水席，请街
坊邻居、亲朋好友都来聚聚，热闹热闹。

据一位参加洪家屯婚宴的村民介绍，前一阶
段存在麻痹大意的思想，觉得疫情离得比较远，参
加婚宴大家都没戴口罩。由于冬季寒冷，酒席都
是在室内，屋里比较拥挤，一桌挨着一桌，窗户都
是封闭的，空气几乎不流通。酒席用的碗筷，也没
经过高温消毒，只是用水冲洗干净。

不光黑龙江省，吉林、河北、河南等省份的一
些农村地区，婚宴都有流水席摆三天的习俗。流
调和疾控专家表示，农村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缺少
消毒设施，有的碗筷没有消毒，封闭的空间聚集，
人员较多，空气不流通，加上村民防护意识薄弱，
农村婚宴成为高风险点，为疫情传播埋下了隐患。

强化农村疫情防控
倡导农村新风尚

“喜结良缘喝三天，全民为你做核酸……”望
奎县惠七镇惠七村疫情出现后，有网友编了一段
顺口溜。

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剑锋表示，近期
疫情集中在一些农村地区。从目前情况看，这波
疫情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是
难点，也是薄弱环节。

黑龙江省专门发出农村地区新冠疫情防控倡
议书，进一步强化农村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倡议
书提出，自觉做到“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请不
办”，确需举办的，需向村委会报备（婚宴报备、丧事
报告），并在乡（镇）卫生防疫人员现场指导下进行。

张剑锋等疾控专家建议，农村地区要普及疫
情防控知识，引导村民保持个人卫生，正确戴口
罩，尽量少参加聚会、聚餐这些活动；在发现身体
不适时，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报告。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表示，在倡导
农村简办婚礼宴席方面，应发挥村干部的带头作
用，率先垂范营造移风易俗新风尚。

（新华社哈尔滨1月27日电 记者王建 侯鸣）

望奎县后三乡厢白七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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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出行是否需隔离？如何保障核酸检测需求？

权威人士回应 大关切

从轨道、到车辆设备到车上服
务，中国铁路以更大的科技范迎来
新的春运。

轨道养护“绣花师”。1月 27
日凌晨，大雾渐笼在赣龙铁路的大
山深处，送走最后一班高铁，静谧的
轨道上迎来“绣花机械师”——高铁
大型养路机械操作工。

让铺设高铁钢轨和枕木下的石
砟均匀密实分布，恢复铁路线道床
的弹性，保证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就
是李纲和工友们的工作。他们驾驶
的是最新的高铁“物联网”大型养路
机械车辆——国产DWL—48型连
续走行捣固稳定车。用这台重124
吨，长33.9米的“大家伙”完成精度
必须控制在0至1毫米以内的作业。

护航安全“千里眼”。在广州
动车段TEDS监控中心，200多名

分析员日夜轮岗，24小时监测京
广、沪昆、广深港等线路动车组运
行图像。

TEDS系统，全称动车组运行
故障图像监控系统，是护航动车组
安全的一道屏障。广州动车段监控
分析车间主任牛刚说，通过在高铁
站附近安装的18个TEDS探测站，
可在每趟列车高速通过时，10秒之
内快速采集动车组底部、车体两侧
等处5000余张图像，并在3分钟内
传输至监控平台。分析员通过系统
全面分析动车组安全状态，有异常
立马预警。

“通过TEDS系统可以清晰地
看见千里之外运行中的高铁列车
底部、两侧的一颗螺丝钉、甚至车
体上的一道划痕。可谓‘千里
眼’。”牛刚说。

安全行：“您乘坐的高铁已全面消毒”

科技范：看得清千里之外高速列车上的一颗螺丝钉

有温度：“生命的接力”展现的人性化温暖

防疫是否“够硬”？科技是否“够刚”？服务是否够暖？在春运，这个“全球
最大规模的人类季节性迁徙”到来之前，新华社记者实地走访广州、武汉和南
昌等重点区域车站，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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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节出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2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讲解了不同风险等级地区的人员流动要求。

国家卫健委： 划定春运出行要求四级

第一级

高风险地区的
人员或者近14天内
有高风险地区旅居
史的人员，春运期
间不流动。

第二级

原则上中风险
地区的人员或者近
14天内有中风险地
区旅居史的人员，
春运期间不流动。

第四级

低风险地区的
其他人员要持健康
码“绿码”进行有序
流动。

第三级

低风险地区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
直接接触进口货物的从业人员、隔离场所的工
作人员等重点人群跨省、跨市出行的，以及跨省
返回农村地区的返乡人员，应当持有7日内有
效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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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动车““整装待发整装待发””迎春运迎春运。。图为图为11月月
2727日日，，贵阳北动车运用所的保洁人员贵阳北动车运用所的保洁人员
在清洗动车组列车在清洗动车组列车。。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月27日，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疾病预防控制所防疫员对长春车辆段途经疫情重点地区的列车
进行全面消毒、灭鼠、灭虫工作，保障春运乘客旅途安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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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