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

中国新闻 2021年2月1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林永成 美编：孙发强 检校：卫小林 黄如祥A10 综合

■■■■■ ■■■■■ ■■■■■

钟南山谈疫情防控：

春节来临疫情防控农村是重点
在1月31日于广州举行的“广州实验

室科技助力基层疫情防控万里行”启动活
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实验室主任钟
南山就农村疫情防控、病毒变异等问题接
受采访。

疫情防控农村是重点
春节提倡少串门少聚会

钟南山说，去年疫情防控中，大家齐心
协力，用了差不多十个月时间，在国内实现
复工复产复学，这么好的成果要非常珍
惜。随着患者减少、环境改善，一些地方一
定程度上放松了警惕。现在有些地区存在
散发、局部性的传播等挑战，我们要好好思
考。马上要春节了，不能放松警惕。

钟南山说，目前疫情防控，农村是重
点，从最近发病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病例在
农村报告。现在国家已经明确，疫情高风
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中风险地区群
众原则上就地过年，低风险地区倡导群众
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新冠肺炎有一
个特点跟SARS不一样，它有时候感染了
没症状，但有明显的传染性。春节在农村

提倡少串门，特别是少聚会。另外，如果有
不舒服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等到病情很
厉害再去看。对此，农村地区群众需要提
高认识。

紧密追踪疫情走势

钟南山认为，现在病毒最关键的突变，
是发生在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部位，使得
病毒容易侵入机体致病。

他说，我们一方面要追踪变异的病毒，
另外也要考虑病毒变异后，采用什么样的
病毒株来做疫苗。

钟南山表示，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人
们在接种疫苗。随着疫苗接种增多，新冠
患病情况将会得到改善。全球新冠疫情
形势能否好转，要看2月份和3月份。在
一些国家强化管理之外，疫苗接种不管是
一剂还是两剂，都起码要两到三周后，产
生了抗体才有比较明显的保护作用。大
约到3月份以后，我们将能看到全球疫情
的走势。

（据新华社广州1月31日电 记者肖
思思 马晓澄 徐弘毅）

在校留得住·返乡不“加码”·“菜篮子”有保障

3部门回应就地过年热点问题
2021年春节临近。部分留在学校过年的学生是否能得到妥善安排？个别地方擅自“加码”防疫要求是否合理？

春节期间农产品供应能否满足需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31日召开发布会，对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尽心保障留校学生安全过年
提前做好开学计划准备

今年留校过年的学生较往年几乎翻了
两番。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司长王登峰表示，对留校过年的学生，教育
系统和高校将采取“三心”措施，即精心准
备做好疫情防控、尽心尽力做好服务保障、
暖心关爱做好春节慰问，让大家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

“各高校后勤服务部门在春节期间要
做好稳价保供工作，包括接收快递、订外卖
等。”王登峰说，对学生在校期间各方面需
求要及时了解和关注，确保洗浴、体育锻
炼、学习和活动等场所的安全。

对于已回家的学生，王登峰强调应严格
落实属地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此外，教育
系统要全面掌握每一位师生假期的健康状
况、出行轨迹，并提供相应的健康防疫指导。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春季学期开学安
排，王登峰说，教育部目前的要求还是全面
开学、正常开学、安全开学。考虑到疫情防
控需要和形势变化，教育部将会同国家卫
生健康委修订新版的学校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并要求各地各校随时分析和研判疫情
形势，提前做好春季学期开学的各项准备
工作。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要及时调整春季学期开学要求和时间安
排。在特殊情况下，可能还需要分批错峰
开学。如果春节后还有中高风险地区，这
些地区的学生可能要暂缓返校。

“同时，我们现在也要求各地各校做好
线上线下教学相互衔接的准备，需要的时
候，可以随时开启线上教学。”王登峰说。

明确返乡
防疫要求“六个不”

“为了尽可能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国
家依法制定春运期间的疫情防控政策。”国
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相关政策
绝不是要给春节团聚设置超出防控需要的
障碍。

他明确表示，“层层加码”和“一刀
切”，既是一种懒政，也是对宝贵防疫资源
的浪费，各地要规范落实2021年春运期
间的疫情防控要求，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
控的相关工作，不得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
擅自“加码”“层层加码”，不得在工作中搞

“一刀切”。
对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月31日

明确表态：除北京外的省份，要做到“六个
不”——

不得随意禁止外地群众返乡过年；不
对返乡人员实施集中和居家隔离措施；不
对低风险地区跨省流动到城市的非重点人
群进行核酸检测；不对省域内低风险地区
返乡的非重点人群查验核酸检测证明；不
对省域内返乡人员进行居家健康监测；不
得随意延长居家健康监测的期限。

“各地应该及时纠偏。”米锋说，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将密切关注各地政策
的执行情况，对明显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将
予以通报，要求立即整改。

“我们提倡大家春节假期非必要不流
动。”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许文波表示，但不管是否流动，都要做好个
人防护。如果要返乡，公众一定要提前做
好出行规划，及时关注目的地疫情变化和
疫情防控的政策措施，并关注交通部门的
出行提示。

确保“菜篮子”
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近期，受寒潮天气、新冠肺炎疫情，以
及春节临近、消费拉动等因素影响，一些地
区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春节“菜篮子”产
品供给形势怎样？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
长毛德智表示，预计春节期间“菜篮子”产
品总体生产形势较好，市场供给有保障：

——蔬菜水果方面，目前全国在田蔬
菜面积8500多万亩，同比增加100多万
亩。近期全国平均每周蔬菜收获产量稳定
在1400万吨左右，同比持平略增。去年水
果总体丰产，当前市场供给充足、品种丰
富，后期价格将以稳为主。

——生猪等畜禽产品方面，2020年以
来，在市场拉动和政策激励作用下，生猪生
产持续加快恢复，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预计今年1至2月份生猪出栏比上
年同期增长25%左右，后期供需关系将越
来越宽松。春节期间产蛋鸡和肉鸡存栏处
于历史同期较高水平，鸡蛋鸡肉市场供应
比较充足。预计春节前牛羊出栏将显著增
加，牛羊肉价格也将趋于稳定。

——水产品方面，湖北、江西、广东、福
建等渔业主产区生产形势较稳定，预计春
节期间水产品供给充足、质量向好。

毛德智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倡导大
家就地过年，预计大中城市农产品消费量
较往年明显增长。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和地方，细化预案，抓好“菜篮子”产品
生产，强化产销衔接，及时指导疏通运输物
流堵点，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适
时做好储备调节，确保春节期间重要农副
产品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一年一度的春运正式拉开序幕，需要乘坐
火车、飞机回家的民众开始担心旅途中可能的
新冠感染风险。那么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真的
会增加感染风险吗？如何科学有效防护？

由于新冠病毒会经呼吸道飞沫传播，人
员密度大的全封闭空调列车会增加感染风
险。中英研究人员在美国《临床传染病》杂志
刊载的论文详细揭示了乘坐火车感染新冠的
风险。在长途旅行中，乘客经常会离开座位
去打水、上洗手间或走动放松。当乘客离开
靠窗或中间座位时，同排其他乘客需要给其
让道，这可能会增加面对面的密切接触，病毒
也容易近距离传播。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英
国南安普敦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通过流行病
学调查和建模，分析新冠确诊病例及其密切
接触者的数据。该研究显示，如果同趟火车
乘客中有新冠病毒感染者，那么其邻座乘客
被感染的可能性最高，平均为3.5%；同排乘客
被感染的可能性为1.5%；在该感染者前后各
3排、左右各5列范围内者，其感染新冠病毒
的平均可能性是0.32%。

研究者还发现，上述感染风险会随着社
交距离变远而降低，随着旅行时间变长而升
高；平均每多1小时的共同旅行时间，感染风
险会增加0.15%；如果坐在邻近新冠感染者
的座位上，则每小时增加1.3%的感染风险。

研究人员建议，为降低感染风险，乘火车
出行时，同一排至少间隔2个座位就座，旅行时
间最多3小时为宜。座位消毒、出发前对乘客
测温、勤洗手等措施有助降低新冠感染风险。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气溶
胶实验室负责人要茂盛1月31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建议民众戴好口罩；尽量少触摸公共
场所物品的表面；尽量避免去交通设施的卫
生间；尽量通风；尽量用一只手触碰自己，另
外一只手负责推拉门；与他人保持距离。

乘坐飞机是否也会增加感染新冠的风险
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认为，民众在
航空旅行时，需在安检排队和航站楼内耗费
大量时间，可能会与其他人及物体表面密切
接触，增加了新冠感染风险。不过，得益于飞
机上的空气流通和过滤系统，大部分病毒和
细菌很难在机舱里传播。但如果身处拥挤的
机舱，就很难保持社交距离。人们在机舱里
通常坐得很近且持续数小时，这增加了暴露
于病毒中的风险。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专家在《美国医学
会杂志》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乘飞机旅行
感染新冠的风险，一般比乘火车或在办公室、
教室、超市里感染新冠的风险低。因为飞机
上的空气流通速度远高于普通建筑内部，机
舱中循环的空气一半来自舱外的新鲜空气，
一半来自高效空气过滤器过滤过的舱内空
气。与其他乘客的接触是可能的感染风险，
不过座椅靠背部分发挥了物理隔离作用。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组织的专家也给出
了乘坐飞机的防护建议：戴好口罩；在感觉不
适时尽量不出行；限制随身行李数量；与他人
保持足够距离；及时向机组人员汇报其他乘
客不舒服的情况；调节头顶上方空调出风口
的风量至最大，并对着头部方向；尽量坐着不
走动；频繁洗手或消毒，避免用手触碰面部。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乘火车飞机增加新冠感染风险？

专家教你科学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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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死人和活人争地”
“村公墓”吹来文明新风

临近春节，打工回到家乡的杨富东先去母亲
的坟头看了看。半年前，他把母亲的坟迁到了村
里新修的公墓里，平平整整的土地上一个土包，埋
着前年去世的老母亲。

中国人向来看重生死，尤其在农村，亡人要厚
葬，一为尽孝，二为泽荫后代。

杨富东家住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神林乡杨野河
村，过去村里谁家有人过世，定要挑一处风水宝地
埋葬亡人，他也一样。

前年84岁的母亲离世，杨富东请来阴阳先
生，选来选去，最后埋在了自家农田正中央。尽管
他一家5口只有6亩地，土地并不多，“老母亲穷
了一辈子，受罪了，自然要选个好地方。”

杨野河村还有很多人像杨富东一样把坟建在
自家地中间。

“我们村本来就山高坡陡，人均几亩薄田，坟
一占，半亩地就种不成了，死人和活人抢地呢！”村
主任杨银贵说。

不仅如此，前些年村里还刮起一股攀比风，坟
包越修越大，丧事规格也越来越高。你家买松木
棺材，我家就要买柏木的，价格动辄过万元，摆宴
的烟最低的是25元一包的，一瓶酒得上百元，一
桌宴席至少七八百元，花钱少就被视为“不孝”。

丧事大操大办只是杨野河村民风落后的表现
之一。打架骂账、上访闹事……这个村曾是全乡
最“烂包”的村。“问题出在村党组织软弱涣散，基
层治理能力不强，村干部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
跟。”神林乡党委书记柳永奎说。

2018年神林乡整顿村基层党组织，杨野河村
两委班子大换血。之后村子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讲政策、办活动、送演出，倡导丧事简办；借助

“积分制”进行乡村治理，践行村规民约就能积分，
不收高额彩礼积10分，丧事简办积20分等，积分
可以在“爱心公益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有了村级精神文明阵地的持续输出，潜移默
化间，民风逐渐向好。

去年初，杨野河村要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又把“死人和活人争地”的矛盾摆在了台面上。

把梁峁上零散分布的小块山地推平，既能扩大
耕地面积，又方便机械化操作，亩产能提高不少。

“村子要发展，不能再让坟包挡了道。”杨银贵
和其他村干部提出，利用这次修整农田的契机，由
村民每户让出几分地，匀出三四十亩的整地修建
村公墓，迁旧坟采取自愿，以后村里再有人去世都
要埋在公墓。

为敲定此事，村里前后开了6次会，讨论了2
个月，最终超过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但村规定
下了，却迟迟没人行动。

杨富东原本也不想迁，直到夏天一场暴雨淹
了母亲的坟，他怔了：这坟是专门请阴阳先生挑的
宝地，怎么还会这样？思前想后，他决定迁坟，成
为全村第一户把坟迁到公墓的人。

不久，村民剡小军家中亲人去世，也主动把亡
人埋在了公墓，并按照红白理事会的规定办丧事，
摆宴的烟10元以下，酒不超过20元，宴席400元
以内，“不遵守，村里就没人给我来帮忙了。”

“这放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实现。”杨银贵欣喜
地说，虽然迁坟的人还很少，但是个好的开头，引
导村民改变观念需要时间。

轮到杨富东家整修农田时，他亲自盯着施工
队开着铲车推平了地。去年他家地里的马铃薯长
势不错，他打工还挣了两三万元。这次去公墓里
的坟上看过后，他说：“坟迁到公墓没啥不顺，都挺
好。” （新华社银川1月31日电 记者马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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