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4日之前，我的主要工作是集中于方舱医院的启用建设，此后转向危重病人的救治。”
“如果说方舱医院是当时关键时刻的关键之举，那么开展核酸与血清抗体流行病学调查就是当前的一项关键任务，

急需落实。”
继2月4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之后，在疫情防控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这位从北京赶赴武汉工作已超过 40 天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近日围绕“方舱休舱”“疫情形势”
“下一步重点工作”等焦点问题再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虽然当前疫情形势已有明显好转，但王辰院士表示：“新的阶段不可松劲，必须要有远见，关键任务必须抓紧抓细抓
落实，确保今后对疫情的科学、有效、全面控制。”

看中国A10 2020-03-14 星期六·视点 96369 8457123责编:刘梦晖 主任:冶永刚 责校:小丹 热线:

方舱医院启用
扭转了防控一度极为被动的局面
新华社记者：当前武汉 16 所方舱医

院已全部休舱，为何不是关舱？
王辰：休舱意味着整体疫情防控已取

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但还要保持警惕和一
段时间的待命状态，还不到关门大吉的时
候。因为，我们对这个疫病的传播和致病
规律还没有完全掌握。

新华社记者：2 月 4 日专访您的时候，
患者还没有入住方舱；一个月后，您如何
看方舱医院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王辰：启动建设方舱医院，正值武汉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当时武汉的医院一
床难求，上万病人滞留在家庭、社区和社
会上无法及时收治，可以说整个武汉医疗
体系被压垮了。如果这些人得不到收治，
就很难控制疫情。所以，中央提出了“应
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工作方针。方舱医
院就是为了落实这一方针而创意推行
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方舱医院累计收治
轻症患者 1.2 万余人，有效解决了收治难
题，扭转了一度极为被动的防治局面。

新冠肺炎疫情有一个特点，就是百分
之八十至八十五的患者都是轻症，这种轻
症甚至是可以自愈的，或只需要给予一定
的规范对症的医疗照护，同时警惕其发展
为重症即可。最关键之处是要使这部分
病人得到隔离，不会作为传染源扩大疫情
传播。于是我们就提出建设能够具备一
定医疗条件的庇护医院，大家都喜欢叫方
舱医院，其实，其全称应该是方舱庇护医
院。

随着 4 万多名医护工作者举国驰援，
疫情蔓延扩散势头已得到基本遏制，初步
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正式
定点医院中已出现“床等人”的现象，方舱
医院作为一种临时应急举措，其中已经为
数不多的患者可以转到已空出的定点医
院中去，方舱医院已经完成了本阶段的应
急使命。

新华社记者：从启用到休舱，方舱医
院在建设和使用上取得了什么经验？

王辰：方舱医院有“三个三”。
其一，方舱医院有三项基本功能：
一是隔离，把病人收到隔离场所，切

断和家庭、社会的接触所造成的传播；
二是治疗，对轻症病人给予符合疾病

规律和特点的医疗照护；
三是监测，及时发现病人病情加重并

迅即转送到定点医院接受强化医疗。
其二，方舱医院的建设有三个特点：
一是大容量。使用会展中心、体育

馆、厂房、仓库等大空间场所，可以满足一
般医疗要求，能迅速收治大量病人。最初
启用的三家方舱医院即提供了 4300 多张
床位，仿佛“吸引机”一样，把大量滞留于
家庭的患者一下子都“吸”到方舱里来了，
显著减少了社区传播，加强了患者救治。

二是高速度。方舱能够在一两天的
很短时间内迅速建设起来：有基本的病
区、隔板、床位等；划分出污染区、缓冲区
和非污染区，达到“三区二线”的医院感染
控制要求；运进基本的医疗设施，在极短
的时间内高效建成。

三是低成本。利用现有场所，仅增加
床板、隔板、床头柜等，改造好临时厕所、
盥洗池等，接入基本设施即可。其他花
费，亦低于或至少绝不高于普通医院。

其三，方舱医院建设启用之前曾有三
个“顾虑”：

顾虑之一：患者是否愿意入住方舱。
轻症病人从家庭、社区中收到方舱医院，
消除了病人传染家人的担心，方舱里可以
提供床位和基本、规范的医疗保障，就没
有理由不来，而且应当愿意来。事实证

明，的确如此。
顾虑之二：交叉感染问题。患者都是

同一种病毒感染，对于本病没有交叉感染
问题；对有可能出现的流感的交叉感染，
已规定所有入方舱的病人之前都要做流
感检测，是流感就不收到方舱医院里；同
时，规定方舱里的患者都要戴口罩，也可
起到阻隔作用；工作人员在病区环境中实
行全面防护。以上措施使方舱医院在院
内感染问题上并不弱于正规医院。

顾虑之三：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风险。
方舱实际上就是轻症患者的社区。上千
人集中在一个大空间里，难免有焦虑、抑
郁等负面情绪，而且可能相互影响，形成
事端、事件。我们建议在方舱里成立临时
党支部，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作用和组织作
用；同时挂起国旗、党旗，唤起每个患者的
公民意识，让大家意识到，要万众一心共
克时艰。方舱中还设有图书架、读书角、
小课桌、电视区等，丰富患者的文化生活，
形成良好的社区氛围。实际结果是，方舱
中大家其乐融融，成了当时唯一能跳“群
体广场舞”的地方，还组织起了广播操、

“群体八段锦”。方舱里医患关系融洽，患
者出舱时医患之间、患者之间两情依依，
患者对国家、对医务人员深存感念之心。

方舱医院的创新举措
可转化为国家常态备急方案

新华社记者：方舱医院得到了各界广
泛认可，认为是决胜一招，当初启用时有
哪些故事？

王辰：方舱医院建设得益于专业的判
断、果断的拍板和集体的力量。在中央赴
湖北指导组的决策和推动下，武汉当地以
及各方面力量迅速行动起来，使方舱医院
在短时间内建成启用。中央领导的果断
决策、医疗卫生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社会
各界集体的力量使方舱医院成为此次抗
疫中的重大创新之举。

方舱医院成为一种应对大规模公共
卫生事件的新模式，要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总结，这有助于我国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和
能力建设。比如，今后在建设新的会展中
心、体育馆、火车站等时，完全可以在空间
布局、通风系统、相关设施接口上进行相
关设计，做好预留，而且应当成为大型公
共建筑设计的国家标准。

方舱医院相继休舱后，16家方舱医院
送给了我 16 张工作证作为纪念，我至为
珍惜，这是最大的褒奖。

新华社记者：现在疫情在全球很多国
家流行，有的国家已借鉴了方舱医院模

式，您如何看？
王辰：方舱庇护医院可以作为成熟有

用的经验，运用到今后大的疫情防控之
中。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已具备大流行
特征，世界各国在对疫情的应对中可以借
鉴这个经验。我们奔赴伊朗、伊拉克、意
大利等国际应急援助的专家团队，已向当
地提出了建设启用方舱医院的建议，这是
一个适用有效的中国方案。

核酸与血清抗体流行病学
调查是当前关键任务

新华社记者：您现在的工作重心是什
么？

王辰：目前武汉仍有 1.1 万多名患者
在院治疗，其中重症 3000 多例、危重症
600 多例，当前的重点工作就是要尽可能
地体现当代医学水平，有效降低病亡率。
如果说 2月 14日以前，我的主要任务是方
舱医院的建设使用，那么 2 月 14 日以后，
主要工作逐渐转向了危重病人救治。在
当前的疫情阶段，危重病人救治、核酸与
血清抗体流行病学调查和科研攻关应该
是我的三大重点工作，其中，做好核酸与
血清抗体流行病学调查，是眼下为今后实
现科学防控必须完成的极为紧迫的关键
任务。

新华社记者：为什么这一流行病学调
查是当前关键任务？

王辰：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的传播与
致病规律还远未深入掌握，而核酸与血清
抗体流行病学调查是把握这一疾病流行
规律的最关键科学证据，是对进一步防控
措施作出科学决策的最重要依据。

现在，没有人知道这种 2019 冠状病
毒疾病是像 SARS 一样戛然而止、倏然而
去？还是像流感一样长期存在，间断流
行？或同乙肝一样可长期存在于一部分
缺乏足够对之免疫力的人体，进而传染其
他人？还有无其他情况？只有进行科学
研究才能回答这些问题，而研究的主要方
法就是核酸与血清抗体流行病学调查，通
过观察并在今后动态观察病毒在人群中
的流行与免疫状态，得知其传播与发病规
律，据以制定防控方略。

当前，就总体而言，我国本轮疫情流
行高峰已经过去，此时须及时、立即调查
以武汉为代表的疫情严重地区和其他代
表性地区的人群中核酸与血清抗体的基
线情况，今后动态把握。

这一调查之重要，应当讲，无以复
加，将对防控方略、措施是否专业产生直
接影响。要实施好，除了在专业上严格

设计、实施外，必须有行政上的坚定支
持，有关部门必须深刻认识这项调查的
意义，意识到这是提高当前疫情防控这
一关键社会治理水平与能力的关键一
招。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不能再耽误了，
再晚启动就失去了对当前基线水平的评
估意义。一旦人群开始流动、复工复产
复学之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难以前后
对比，而这种对比对于判断疫情走向至
为重要。尊重科学，尊重专业性，这是当
前和今后我们在疫情防控中必须加强的
基本态度。

新华社记者：推进流行病学调查是否
有难度？

王辰：这个调查对个人、对家庭、对单
位、对社区、对社会都是至为重要的事，可
以充分了解个人、某个局部和社会的疾病
状况，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传染病有效防
控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摸清疾病规律、公开
透明，让大家知道疾病、疫情是什么状况，
到什么程度了，整个社会据之采取从个体
到群体的协同行动，这样才能有效地医治
疾病，控制传播。如果是我和我所负责的
单位，我会非常积极地要求进行核酸和血
清抗体检测，这像体检一样，是一种福利。

如果通过调查能够发现一些带毒者、
隐性感染者、慢性感染者的话，对他本人、
家庭、所在单位和社区，乃至当前疫情防
控工作都有至为重要的意义，可据以采取
对应措施。对于今后疫苗的接种指征和
策略，也应当基于个人抗体水平和人群的
抗体流行病学状况。

在此，我呼吁，要形成社会共识：抗体
流行病学调查对个体和家庭、单位、社会
都是件大好事，大家应该积极配合和推
动。

全球大流行已成必然
要预先考虑“防止输入”的有效措施
新华社记者：如何看待疫情发展下一

步趋势？
王辰：新冠病毒当前有强的传染性和

相对较强的致病性，今后，在人体这一新
宿主中会有一个时期变异得比较明显以
适应新的宿主环境，在形成相对稳态之
前，往往表现出多种情况。在传播过程
中，病毒还会遇到不同的传播干预方式、
宿主不同的内环境与治疗措施，因而存在
着很多不确定性。现在来看，新冠病毒的
全球大流行在趋势上已经看得很清楚。
我国采取了严厉的社会管控措施，有些国
家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力度。我国现在既
有内部产生病例的压力，下一步很严峻的
就是面临着外部输入的压力。对此，要预
先考虑、谋划好防止输入的有效、适用措
施。

疫病防御是人类永恒主题
要构建有效应对体系

新华社记者：对此次疫情，您最深的
感悟是什么？

王辰：从历史上看，造成人类最大减
员的原因就是疾病，尤其是疫情。疫病
是关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
是一定要重视的。所以，在这次疫情中
和今后疫情过了以后，一定要认真反思
怎么能够把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突发公
共卫生应急体系考虑、设计、建设得更加
周全一些。其中，一定要树立一个基本
意识并切实体现于行动的，就是对付传
染病最关键的是公开透明，不能搞鸵鸟
政策。脓包不及时切开，就会发展成败
血症。此外，今后如何促进临床和预防
体系的融合而不是愈加分离是另一个重
大的方向性问题。深入思考，充分汲取
经验教训，把握好正确的方向才是国家
民族之福。

新华社武汉3月13日电

专家再谈武汉疫情防控焦点问题

3 月 11 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在武汉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