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郭培远

8月 2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经基因测序，郑州市

最初两名感染者与缅甸入境并在市六院

进行治疗的确诊患者的毒株高度同源，

均为德尔塔变异毒株。那么德尔塔毒株

有哪些特点？新冠病毒疫苗还有用吗？

近日，就群众关心的这些问题，省卫健委

进行了解答。

Q1：德尔塔毒株有哪些特点？

答：一是传播能力明显增强。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德尔塔病毒和其

他的非VOC和老的病毒株比起来，传

播率增加近100%，也就是增加了一倍。

二是可能导致疾病严重程度增

加。在英国的研究中，发现德尔塔病毒

患者疾病严重程度有增加的迹象，与

Alpha变异株相比，感染德尔塔变异株

的患者住院风险增加了2.6倍。它对病

死率的影响，目前还没有获得明确的研

究结果。

三是目前现有的研究和观察也提示，

新冠病毒疫苗对预防德尔塔病毒的保护

力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现在的疫苗对德

尔塔病毒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Q2：德尔塔毒株的传播方
式是否发生了变化？

答：它的传播方式并没有发生变

化，仍然是通过三个主要方式传播。

一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就是我们打

喷嚏、咳嗽甚至说话喷溅出来的呼吸道

的飞沫携带病毒，会导致跟它近距离接

触的人感染，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

二是接触污染物传播。呼吸道飞

沫、分泌物污染了物体表面，病毒可以存

活一段时间，其他人用手接触了这个被

污染的物体表面，沾染了病毒，再接触自

己的口、眼、鼻，就会被感染。

三是可以形成空气传播，或者叫气

溶胶传播。在室内特别是通风不畅的狭

小空间，如果有感染者咳嗽、打喷嚏，会形

成非常细小的呼吸道分泌物颗粒，这些颗

粒可以在空气中悬停，其他人吸入后就会

导致感染，甚至排出病毒的人离开这个空

间，一定的时间内空气中仍然会有病毒存

在，其他人进入后也会导致感染。

Q3：疫情会大规模暴发吗？

答：从目前全球的情况来看，出现打

疫苗以后又被感染，这叫作突破病例，它

是一种常态，并不是例外。但是需要强调

的是，出现突破病例，仍然是我们全球打了

30多亿剂次疫苗的人当中的少数。

由于我们现有的防控措施能够落

实到位，疫苗接种在全球也是领先的，

没有大规模暴发的现实环境。

Q4：暑期还能不能出去旅游？

答：建议疫情高、中风险地区的人

员取消外出旅行；其他地区的人员出行

前要认真查询旅行目的地的疫情风险

状态，要暂缓前去高、中风险地区旅行；

无论到哪里旅行，都要做好个人预防，

包括戴口罩、勤洗手，尽量避免和减少

到室内人员拥挤的场所，在室外活动也

要注意保持适当的人际距离；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尚未完成新冠

疫苗全程接种或者全程接种新冠疫苗

但还没有满14天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

者，尽量不去外地旅行。

Q5：新冠病毒疫苗对变异
株的有效性如何？

答：临床数据显示，任何一款疫苗

都不是百分之百地预防感染的，但是总

的判断，目前各种变异株仍然是在现在

疫苗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去年

以来采取的防控措施也都是有效的。

基于在境外大规模疫情国家开展的

真实世界研究，特别是像在智利开展的

1000多万人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国家

科兴公司的疫苗总体保护率，就是对所有

症状、轻症的保护率在65%以上，对预防

重症、进ICU监护病房和死亡病例的保护

率分别高达87.5%、90.3%和86.3%，这充

分说明，我们国家的疫苗可以有效地降低

住院、重症和死亡率。

现有的研究也显示，全球各条技术路

线的疫苗，对新冠变异株保护力确实呈现

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对这种变异株，它

仍然还是在疫苗保护范围之内的。特别

是它的中和抗体和保护率，还都是一定程

度的存在的。

Q6：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的
接种是否有必要？

答：初步观察，对已完成免疫接种一

年以内的普通人群，是暂没有必要进行加

强针接种的。但是对完成免疫超过6~12

个月，并且免疫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和有基

础性疾病的患者，以及因工作需要要去高

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在国内从事高暴露

风险职业的这些人群，是否有必要开展加

强针的接种，以及什么时间开展加强针的

接种，正在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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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热门诊的标本，给你放这；这

是郑东院区的普通标本，在这！”8月2日

上午11时，身穿“郑医保障”字样工作服

的工作人员给转化医学中心核酸检测实

验室送来又一批核酸标本。

这几天，随着郑州市疫情防控形势

骤然严峻，核酸检测的工作量倍增。位

于郑州人民医院科研教学中心的转化医

学中心核酸检测实验室，标本检测量从

之前的每天800~1000例，激增到如今

的每天两万多例，还要保证检测结果24

小时内出具，工作量瞬间增加20多倍。

“机器一分钟都不停，人员轮番上

阵。每人每天只能休息四个小时。”转化

医学中心主任宋银森说。这几天他每天

接听的电话有几百个，耳朵都是蒙的。

从7月30日凌晨一点，他接到紧急通

知，要求做好大批量核酸检测的准备，到8

月2日，他都没有回过家。核酸检测小组

的17名伙伴，也都一直在医院驻守。

近3天时间里，实验室一共检测了5

万多例标本。这些标本来自郑州人民医

院各个院区，其中也包括该院全体在职职

工的核酸标本。

面对十数倍激增的标本量，核酸检测

小组开启了超负荷工作模式。

实验室一共14台仪器，一分钟不停

转。17名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形成自己

的轮班。检测一旦开始，至少8个小时实

验室的门是不打开的，他们也不出来，否

则浪费一身防护服不说，实验室还要重新

消毒。这中间，想要透口气、喝口水、去个

卫生间，都不可能。

在实验室工作8个小时之后，他们的

头发、里面的衣服全被汗湿透。有些人出

现了缺水、脱水的问题，每个人在进入实

验室之前，都要先喝一瓶加了盐的水，防

止身体盐分缺失。

幸好这个团队年轻，年龄最大的宋银

森今年41岁，都说自己身体顶得住。

检测的过程，风险重重。标本是不是

含有新冠病毒，在结果出来之前，谁都不知

道。提取核酸时稍有不慎，标本就可能通

过溢洒、气溶胶等方式对人体造成危害。

如果不彻底消杀，风险不可估量。检验人

员必须慎之又慎，才能找出其中暗藏的“地

雷”，给出确切的结果，同时保护好自身。

宋银森经常对队员说，所有的防护用

品，热死都得戴着！这是安全，也是责

任。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陈慧）

近日，很多市民在进行核酸标本采

样后，想要快速取得核酸检测结果，看到

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才能安心。一般人

眼中的核酸检测流程只需取标本、上仪

器检测、出结果三步即可完成。据了解，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一般来说，完成核酸

检测大概需要八个步骤。

●标本采集：咽拭子标本采集，这是

核酸检测流程的第一步。医务人员留

样，将拭子头浸入细胞保存液中，折断尾

部后立即旋紧管盖，并将样本管放入密

封袋中保存。

●标本转运：标本在严密包装下被

及时送进实验室进行核酸提取。

●标本验收及录入：工作人员逐一拆

开包装，将每一份标本的信息人工录入系

统，录入信息时一个标本需要经手四到五

遍，一条信息整个录入过程需要一到二分

钟。这个“上户口”的过程，是为了更好地

对接大家的健康码。

●提取核酸：样本保存后，专业技术

人员将标本里面核酸提取出来，一个标本

提取过程需要30~45分钟，再进行扩增。

●配制试剂：多少份标本就需要配

制多少份试剂、多少份EP试管，需要全

手工进行分装。

●加样：提取好的核酸需要加入试

剂系统进行荧光PCR扩增反应。

通过荧光实时定量PCR技术，检测病

毒载量，最终获得实验样本的检测结果。

●上机检测：该过程需要1~2个小

时，仪器一旦启动扩增程序是不能停下来

中途添加新的标本的，必须要等这一批的

结果扩增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批标本的

扩增。这也是为什么核酸检测不能做到

随到随测的原因之一。

实验结束后，要进行实验室废物生物

安全无害化处理。

●上传结果：最后工作人员将结果上

传，市民就可以查询了！ （陈慧）

疫情防控六大热点问题答疑

预防新冠肺炎
试试中药方剂

17人每天检测标本两万多例
郑州人民医院核酸检测小组争分夺秒与病毒“赛跑”

核酸检测结果咋来的

7月31日晚，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核酸检测筛查队在郑州市二七区建中街社区为居民做核酸检测。此次该

院在建中街社区设置了41个核酸采集点，两天为近9万人进行检测。 王元植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郑州颐和

医院迅速行动，多措并举，织密织牢疫情

防控安全网，为来院就诊患者提供安全、

放心的诊疗环境。

7月31日上午，郑州颐和医院召开疫

情防控紧急会议，赵志刚院长对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把疫情防控作

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最坚决、最果

断、最严格、最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全面

夯实疫情防控线。会后，该院对所有职工、

实习生、保安、保洁等人员进行了核酸检

测，同时还对全员的旅居史进行了调查。

“预检分诊人员必须提高责任心，及时

核查进入医疗区人员的健康码、行程码，严

格把守第一关。”赵志刚院长在督导巡查中

讲道。目前，在医院急诊入口处，住院部

A、B、C、D各入口处实行预检分诊，24小

时不间断对进入医院的所有人员进行健康

码查验和体温测量。对体温异常者，由专

人引导至发热门诊进行登记、就诊。

医院多次对在抗疫一线的发热门诊

和核酸检测采样人员进行强化培训，要

求务必做好防护，加强质量控制，规范操

作，确保安全。同时，根据国家、省、市卫

健委更新的疫情防控通知，不断修改、完

善相关制度流程，并对落实情况进行追

踪检查，确保每个区域、每个环节都落实

到位。

在清洁消毒方面，该院组建6人清洁

消毒队，每天对候诊区、病区走廊、电梯等

公共区域和公共设施进行两次全面消毒

擦拭，对隔离区域进行四次全面消毒，彻

底切断病毒传播，为广大职工创造洁净、

舒适的工作条件，为就诊患者打造安全、

放心的诊疗环境。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郭晓阳）

郑州颐和医院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为患者打造安全放心诊疗环境

近日，郑州市金水

区卫健系统党员干部

职工在委党组统一领

导下，组成救灾、救助、

救治医疗服务队，一边

防汛抢险组织自救，一

边抽调一线医护人员

为群众提供医疗应急

保障，累计救助、救治

受灾群众近 300 人。

图为医护人员在抢救

受伤群众。 张凯男 摄

8月3日，郑州市新冠肺炎中医专家技

术指导组依据省卫健委公布的新冠肺炎中

医药预防方案，以及全国其他省份经验，结

合郑州地域、气候特点，反复研讨，拟制了中

医药预防方，推荐成人、儿童两种用药方案。

成人用药
生黄芪10克，苍术10克，白术10克，防

风6克，藿香10克，生薏仁15克，茯苓10

克，金银花15克，连翘10克，陈皮10克，贯

众10克。

每日一副，水煎，早晚两次饭后约一小

时温服，每次200毫升，连服4~5天。孕妇

慎用。

儿童用药
藿香6克，生薏仁10克，苍术3克，金银

花6克，贯众3克，神曲10克，陈皮3克，槟榔

6克。

每日一副，水煎100~150毫升，每日分

三次温服，可加入白糖或者蜂蜜等调味品。一

岁以下患儿酌减。或用免煎颗粒，每日2次冲

服，连服4~5天。 （本报记者郭培远）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专家风采展示（之八）

“生育繁衍是生命的本能、生命的延

续，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理过程。

母婴健康也一直是我们妇产人追求的目

标。从孕前备孕咨询，到孕期围产保健，再

到围产期监护及处理、产褥期护理，直至母

乳喂养指导、产后盆底康复治疗，一定要做

好从妊娠准备到分娩后身体康复的每一

步，为孕产妇生命健康保驾护航。”近日，郑

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张庆说

道。

张庆从事妇产科工作20多年，在做

好繁重的临床工作的同时，对于妇产专业

新技术的探索与追求从未止步，正是凭借

着对专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才

使他成为妇产科领域的专家。

产妇突发脐带脱垂时，面对脐带受压

引起胎儿血液循环中断，很快导致胎儿急

性宫内窘迫，甚至胎死宫内的紧急情况。

他二话不说开启绿色通道，启动脐带脱垂

紧急抢救流程，带领团队紧急剖宫产娩出

胎儿，又经儿科医师抢救，使原本已窒息的

小生命转危为安；他亦多次带领团队帮助

身体情况复杂的孕妈妈成功实施“外倒转

术”，使胎儿从不利于分娩的臀位或者横位

经孕妇腹壁转成有利于分娩的头位。

在张庆眼中，无论是尚在腹中孕育的

胎儿，还是刚刚出生的新生儿，都是生命的

杰作。在我国，出生缺陷发病率约为5.6%，

这意味着每年有大约90万有缺陷的婴儿降

生，如何减少这些缺陷儿是他一直探索解

决的问题。2011年，张庆远赴中南大学湘

雅医学院家辉实验室，专业学习产前诊断

和遗传咨询。在家辉实验室，他学习了运

用基因检测技术进行遗传病诊断、产前筛

查与诊断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为预防遗传

性疾病新生儿的出生找到科学的技术依

托。在家辉实验室学习后，他又被派往德

国乌尔姆大学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深造，使

他对欧洲的医学理念、先进诊疗技术等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回国后的张庆致力于遗

传性疾病的检查、诊断和咨询，带领团队悉

心建设产前诊断中心和遗传实验室，为临

床工作提供科学的诊断依据。

在张庆的带领下，2021年年初，郑大

二附院妇产科产前诊断中心获批，遗传实

验室正式投入使用。该实验室拥有一支优

秀的医学遗传专业团队，集遗传咨询、产前

筛查和产前诊断于一体，遗传咨询门诊提

供常见遗传病、染色体病、胎儿宫内感染等

的检查、咨询和诊断等医疗服务；开展介入

性产前诊断工作，穿刺成功率99.9%。绒毛

穿刺术术后流产率0.1%，羊膜腔穿刺术术

后流产率为0.05%，脐静脉穿刺术术后流产

率为0.3%，远低于世界报道的1%的风险

值；产前筛查实验室配备有DELFIAX-

press 全自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

承担早中孕期血清学产前筛查检验项目及

相关教学科研任务。细胞遗传实验室配备

有二氧化碳培养箱、生物安全柜、超净工作

台、普通双目显微镜、荧光显微镜、倒置显微

镜、Leica GSL 120染色体自动扫描平台

和核型分析系统等现代化仪器设备，可开

展外周血、羊水和脐血细胞染色体核型分

析等检验项目及相关教学科研任务。分子

遗传实验室配备有 Affymetrix Cyto-

Scan 750K基因芯片扫描仪、illumin-

ia nextseq 550AR高通量测序仪、荧光定

量PCR仪、紫外分光光度计等先进的仪器

设备，承担染色体微阵列分析、孕妇外周血

胎儿游离DNA检测和人类遗传性疾病基

因检测等检验项目及相关教学科研任务。

充分考虑每名孕产妇从孕前、生产到

分娩结束有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为每一

名即将孕育的生命保驾护航，张庆主任带

领的郑大二附院妇产科团队正用实际行

动和科学手段践行着医者的职业道德和

神圣使命。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吴怡君文/图）

张庆 为母婴健康保驾护航

张庆（右）和同事分析患者病历

德尔塔毒株致病严重程度增加？新冠病毒疫苗还有用吗？是否安排加强针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