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 月 6 日上午，《公益时报》记
者就目前疫情发展态势，以及如何
更好地开展社区联动、群防群治等
问题对话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
杨功焕。 杨功焕表示，综合全国而
言，虽然不乏小型暴发，但整体还
是在可控范围内。 在此过程中，由
于诊断试剂基本普及，很多疑似病
例在向确诊病例过渡，接下来这段
时间，湖北特别是武汉的情况确实
会更严峻一些。 这期间，流行病学
的持续跟踪调查十分重要。

杨功焕对公益组织和社工机
构积极参与抗疫表示赞赏， 但她
建议相关志愿者最好是在社区的
统一安排下，接受基本专业培训，
以免自身感染， 造成不必要的损
伤和遗憾。

杨功焕：
要对参与防疫的社工和志愿者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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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还是在可控范围内

《公益时报 》：从目前的公开
数据来看， 疫情发展的态势和你近
期的观察预判出入大吗？是否乐观？

杨功焕 ：我个人认为，因为
这个疫情在 1 月 20 日之前就已
经在武汉逐渐传开，再加上很多
人流入全国各地，目前疫情的范
围已经很广，所以我们在 1 月下
旬就有一个预判，即使是控制措
施得当，在未来的两三周之内它
还是会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当下
表现出来的上升趋势还是很猛
的，但还是符合预判的趋势。 同
时，我确实也没有想到，病例数
据增加得那么快，确诊患者那么
多，这一点带给我们的震撼还是
比较大的。 但我仍然觉得，如果
我们在观察这个疫情的时候，把
湖北省内和省外两者分开来看
的话，目前发展态势基本上还是
在我们预测的范围内。

我们看湖北省外的其他省
份，比如浙江、河南、安徽、湖南
及广东等地，目前病例数也蛮高
的， 浙江甚至已经接近上千人。
但同时我们观察它的发展曲线，
其新增病例数还是相对比较平
缓的，虽然每天都在增加，但并
非像湖北那样比较迅猛地上升。

所以综合全国而言，虽然其
中不乏小型暴发，而这些小型暴
发也是基于感染率比较高的前
提下，尚需进一步关注，但整体
还是在可控范围内。

湖北省的疫情确实不容乐
观，直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准确
地说湖北省究竟感染了多少人，
真的很难判定。 前几天也有人用
外国撤侨期间的感染人数的比
率，来推算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
的感染人数，都比我们现在估算
的人数要多很多，前几天估算的
人数就达到 7 万。 现在湖北省疑
似加确诊病例达到 5 万多。 在这
个过程中，由于诊断试剂基本普

及了以后，很多疑似病例在向确
诊病例过渡，这段时间，湖北特
别是武汉面临的情况确实会更
加严峻。

《公益时报》：除了火神山医
院，现在我们又启动了方舱医院
接收病患 ， 但医疗资源毕竟有
限， 不可能无休止地盖医院、增
加病床。 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有
效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杨功焕 ：我个人觉得，因为
截至目前我们都很难判定湖北
省究竟有多少患者，所以我觉得
在此期间，流行病学调查仍然是
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提到的感
染率的估算，这个估算是在人群
中做抽样调查，以此了解整体的
感染者大概有多少。用核酸 PCR
来检测病人，血清学检测可以帮
助我们对感染率有一个估算，有
益于助力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方
舱医院的启动，说明武汉市政府
部门已经认识到当下情况的紧
迫性， 感染的患者确实很多，他
们征集一些酒店、 宾馆等场所，
都是为了安排病患隔离和治疗。
值得警醒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比如居家隔离、社区隔离，以及
重症患者送进医疗系统等这些
措施启动之后，我们也必须随时
监测和评估这些隔离的方式是
否安全有效，通过流行病学的观
察来适时调整，使之更有效。

《公益时报》：现在居家隔离
的方法是否足够安全？ 我们看到
有些病例， 比如老人疑似染病，
全家照顾，尽管也有基本的防范
措施， 但老人确诊入院之后，其
他家庭成员又疑似染病。 这种情
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

杨功焕：首先基础的自我安
全保障很重要，比如最近一直在
跟大家科普的一些基本常识：戴
口罩、勤洗手，少出门等。 但要防
止感染，最好不接触或者少接触
病患是肯定的。 可是对于家庭成
员疑似感染的这种情况，在没有
及时就医诊治的前提下，你要说

让他们的亲人不去管他、不去理
他、不去接触他，这确实是很难
的，这怎么可能？ 说到这个问题，
我自己也确实有这个疑问，就是
居家隔离是不是很好的一种方
式？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不需要
人照顾， 可以居家自行封闭，食
物等物品放在家门口也没有问
题， 因为他可以自己安排好一
切。 但如果是需要照顾的老人，
是不是需要到社区或者社区医
院去安排隔离会更好一些？ 但我
毕竟不在现场，这些话不可以想
当然地说，是需要一些流行病学
的调查证据来支持的。

所以判断目前这些措施是
否得当，还是要紧密追踪，随时
观察，根据现实状况，及时作出
调整相应的防控措施才行。

社工和志愿者要经过专业
培训

《公益时报》：现在疫情防控
已经下沉到了社区，目前担当相

关任务的主要是大量的社工、公
益组织的志愿者等。 从疾控的角
度来看，你觉得他们怎么做才是
帮忙不添乱、真正起到良好的辅
助作用？

杨功焕：我觉得当下这种情
况， 疾控部门能够指导社区做
的， 就是需要为这些社工机构、
公益组织和大量的志愿者做一
个专业方面的基础培训，告诉他
们怎样照顾病患、 怎样隔离，怎
样保护自己。 在当下来说，这些
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可
能是需要社区通过某种短平快
的方式，完成快速又相对完整的
培训。 同时，疾控人员也可以在
此过程中，用同样短平快的方式
对当地的病患和疫情发展情况
进行一个小的调查，这样有利于
疾控人员有针对性的指导志愿
者开展工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
专业人员，如果满怀热情都跑来
当志愿者帮助别人，结果自己也
感染了，这个结果绝不是大家想
看到的。

推动公共卫生防疫机制改革

《公益时报 》：据了解 ，近年
来国家疾控系统的人才流失比
较严重，现在一线真正疾控专业
出身的人员占比并不高。 长此以
往，会有哪些问题？

杨功焕：这个问题历来在疾
控体系都会有影响， 坦率地说，
疾控行业的待遇确实普遍不高。
特别是在基层的疾控工作者，可
能工作经费也不是很充足，横向
地与医院的人比，他们的收入都
是非常低的。 这个问题，其实从
SARS 以后就在提， 可能也比之
前有所改善和进步。 但在大的社
会环境下，疾控部门作为一个事
业单位运作机制其实比较复杂。
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有些疾控
机构有些功能可能有和市场行
为挂钩的， 待遇就相对好一些，

但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没有市场
机制来贴补， 待遇就会差一些。
而且有些所谓的“市场机制”也
属于灰色地带，究竟算不算违规
或者违法，也说不清楚。 这其中，
有些疾控人员就是属于明确地
触犯了法律法规被抓的。 究其根
本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待
遇太低，他们要想办法去改善。

《公益时报》：这些人做了什么？
杨功焕：他们最大的问题就

是倒卖疫苗。
《公益时报》：对目前疾控工

作者整体待遇偏低的现状，你有
什么建言吗？

杨功焕： 这个问题很复杂，
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泛
泛地讲，可以说要去关注疾控体
系的机制、经费、人员待遇等，这
种话这些年也说的太多了，而且
我不认为这么呼吁就有效果。 也
许现在疫情期间，大家还能听进
去一点，疫情过后可能听都没有
太多人听。 最近也有人跟我说，
对疾控体系会有改革动作和调
整。 如果真要对疾控体系进行改
革的话，我觉得疾控工作必须要
分类，其中哪些是需要政府部门
作为公共产品进行管理和投入
的， 哪些是可以进入市场的，这
里面势必有很多很复杂的关于
机制的讨论。

但是话又说回来，从事公共
卫生这个行业的人，必须要有一
些待遇之外的情怀，愿意投身于
社会公共事业服务的行列。 在国
际上从事国际卫生工作的人，这
些人的待遇与本国从事医疗行
业的人比较， 待遇也都不是很
高，但总是有一批人，还是乐此
不疲地愿意做这项工作。

目前确实有很多现状堪忧。
比如儿科医生的缺失，一线医生
的流失等现象。 如果国家愿意在
这方面多一些考量，可能需要投
入比较大的力量来推动公共卫
生防疫机制的改革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

1 月 30 日，宝鸡市火车站，宝鸡慧芳公益发展中心对进出宝鸡市区的旅客进行测温筛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