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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望奎县无症状感染者林某

引发吉林102例本地续发感染

吉林正调查涉疫养生馆培训是否违规
吉林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于 2021 年 1 月 17 日下午
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
截至1
月 17 日 14 时，本次疫情全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34 例，
无症状感染者 80 例。其中，
长春市报告确
诊病例 10 例，
无症状感染者 18 例；
通化市报告确诊病
例 24 例，
无症状感染者 59 例；
松原市报告无症状感染
者 3 例。目前，全省现有 17 个中风险区域，其中长春
11 个、通化 6 个。吉林省医疗物资储备和医疗资源准
备充足，
可保障当前疫情防控需要，
全省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应充足，
市场价格稳定。
发布会上介绍，
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全基因
组测序分析，
吉林省本次疫情传播链条清晰，
为黑龙江
省望奎县无症状感染者输入吉林省，
之后引发本地传
播，
目前报告的 114 例感染者中，
有 9 例为黑龙江省输
入，
105 例为本地续发感染。在续发感染者中，
有3例
是省外输入感染者的家庭成员，另外 102 例续发感染
者为同一输入病例林某传播。该病例从事个体营销职
业，黑龙江籍，近期多次往返于黑、吉两省，活动范围
广，
接触人员多，
1 月 6 日至 11 日，
曾在公主岭市、通化
市开展四次针对中老年人的营销推广活动。病例林某
是吉林省发现望奎县输入疫情后，
通过排查同乘密接
人员后及时发现，
当时其已在吉林省多地活动过，
并以
集中培训形式开展多次营销推广活动。经对其活动轨
迹进行人员排查和核酸检测，
目前发现其已引起 79 名
听课人员等密切接触者、
23名次密切接触者感染，
由于
其密切接触者多为中老年人，
导致本次疫情感染人群
年龄偏高，
最大年龄 87 岁，
平均年龄 63 岁。这些感染
者均是在流调确定的隔离管控人员范围内，
在进行隔
离医学观察期间，
通过主动筛查发现。正是通过快速
流调，
迅速锁定涉疫人员范围并开展扩大核酸检测，
吉
林省在近日集中发现并报告较多感染者，
这也是吉林
省近几日疫情上升幅度较大的原因。
吉林省市场监管厅副厅长刘顺昌表示，通化、公
主岭两地养生馆组织培训授课活动推销商品，
这种行
为违法与否，
要看在操作和销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
违规的经营行为。目前，
当地相关部门已经开展联合
调查，如有违法违规行为将严厉处罚，并第一时间向
社会公布。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1 月 16 日 0 时至 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09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3 例，本土病例 96 例，其中河北 72 例、黑龙江
12 例、吉林 10 例、北京 2 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 1 例，
为境外输入病例。当日新增治
愈出院病例 17 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295 人，
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4 例。

天津

涉疫雪糕已追回 372 盒
17 日，记者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经反
复核实，流入天津市市场的涉疫雪糕 393 盒，市场监
管部门已追回 372 盒，
其他 21 盒正在追查中。相关直
接接触者、消费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均已实施隔离管
控，
首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截至目前，天津各相关区共采集涉疫食品、外包
装、原材料及生产企业等环境样本 2873 份。其中，除
天津市津南区报告 3 份雪糕样本阳性、3 份乌克兰进
口生产原料乳清粉样本阳性，天津市河北区报告 1 份
同批次雪糕样本阳性、西青区报告 2 份同批次雪糕样
本阳性外，
其他样本结果均为阴性。

大连

两个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1 月 17 日，
在望奎县体育馆内的移动方舱检测实验室，
工作人员在紧张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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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方舱检测实验室投入使用助力望奎战疫
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17 日通报，
1月
16日0时至24时，
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
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9 例。上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
均是在对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及密接的密接进行核酸筛查
中，
检测结果呈阳性。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均经当地专家组会诊后明确诊断，
目前均已转至定点
医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当地有关部
门已对所有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落实隔
离管控措施，
对其曾经活动过的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和
封闭管理。
北京青年报记者 17 日从黑龙江省疾控中心获悉，

黑龙江省疾控中心方舱检测实验室已于 16 日 12 时正
式投入使用，
助力望奎战疫。
1 月 17 日，
石家庄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 13
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发布会上称，1 月 17
日 0 时至 12 时，石家庄市新增确诊病例 27 例，无症状
感染者 3 例，
1 月 2 日至 17 日 12 时，
石家庄市累计确诊
706 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 202 例。另外，本月 13 日
石家庄集中隔离点开建，经过 80 多个小时建设，16
日，
1000 多套集成房屋吊装完成。隔离点位于石家庄
市藁城区和正定县交界的黄庄村南，
占地约 500 亩，
共
建设 3000 间隔离房，用于安置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
和次密切接触者等人员。

据大连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总指挥部 17 日消息，1 月 16 日 0 时至 24
时，大连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本地无症状感染
者。目前，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51 例，本
地无症状感染者 32 例，累计 46 个确诊病例和 30 个无
症状感染者共计 76 个患者出院。
另外，在 2020 年 12 月 26 日，大连市高新区凌水
街道大有恬园社区和金普新区光中街道红旗社区被
调整为疫情中风险地区，至 2021 年 1 月 17 日 0 时，两
个地区已连续 21 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且社区居
民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经大连市新冠疫情防控
专家综合评估研判，并报请辽宁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指挥部批准同意，从
即日起，将高新区凌水街道大有恬园社区和金普新区
光中街道红旗社区下调为低风险地区。
1 月 2 日，沈阳市指挥部研究决定，将东至塔湾
街、西至沧水街和昆山西路 151 巷、南至秦沈客运专
线、北至新开河和锦江山路（不包括家乐福塔湾店和
塔湾北行农贸市场）划定为重点管控区域。截至目
前，重点管控区域内的中风险地区已全部调整为低风
险地区，重点管控区域内的居民经过多轮核酸检测，
结果全部为阴性。 文/本报记者 付垚 统筹/池海波

深度报道

5 例无症状感染者乘坐

沿途经过南岔站到长春站

跟随流调追踪 K350
1 月 5 日，K350 从始发站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站台出发时，没人会预料到，这辆总行程 27
小时 32 分钟，途经吉林、辽宁、河北等地的列
车上，
会出现 5 名新冠疫情感染者。
1 月 11 日，吉林省报告 14 例无症状感染
者，其中 7 例由黑龙江省望奎县输入，另外 7
例为以上 7 例的关联病例。1 月 5 日，曾有五
例无症状感染者乘坐过 K350 次列车，且位于
同一车厢 11 车。信息公布后，
“ 寻找 1 月 5 日
乘坐 K350 次列车人员”的新闻很快弹上头
条。随后，加强防控力度的不仅仅是发现无
症状感染者的列车及沿线各站点，还包括几
名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接者所去过的小区、
商场、餐馆……一张张防控之网在冬日的东
北大地上铺开。

急寻 1 月 5 日
乘坐 K350 次列车人员
“急寻！寻找 1 月 5 日乘坐 K350 次列车人员，应
主动向当地社区（村屯）报告，
同时配合管控与核酸检
查。”看到这条新闻时，伊春人杨晴发了一条微博：
“K350 我可太熟了”。杨晴在北京上学，以往从伊春
过完年返京，她都会抢购 K350 或者 K340 的火车票，
这趟绿皮火车于上午 9 点 28 分由佳木斯发车，
途经杨
晴家乡在内的 20 个站点，历时 27 小时 32 分钟，于次
日 13 点抵达终点站北京。而现在，搅动着 K350 次列
车乘客内心的，
是吉林省近日通报的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人数，
其中 5 人均在 1 月 5 日乘坐过这次列车。
根据官方通报及列车时刻表，
五名无症状感染者
中，有两对夫妻。1 月 5 日 14 点 33 分，
K350 次列车抵
达绥化站，
第一对夫妻在此站上了车，
两人分别坐在11
车 27 号和 28 号座位上。16 点 28 分，
火车抵达哈尔滨
西站，
第二对夫妻上车，
两人坐在同一车厢靠前的位置
——19 号和 20 号座位上。19 点 42 分，
火车抵达长春
站，这两对夫妻均在此站下车。随后的 1 月 10 日和 1
月 12 日，四人先后核酸检测为阳性，并被诊断为无症
状感染者。第五名无症状感染者于 12 日被诊断出
来，5 日那天，他坐在 11 车厢更靠前的 13 号座位上。
这名乘客上车时间最早，于 11 点 25 分前在南岔站上
车，
并于 16 点 28 分后在哈尔滨西站下车。
根据通报，
第一对夫妻抵达长春后，
乘坐出租车回
到绿园区大禹华邦 B 区家中。第二对夫妻抵达长春
后，
乘坐出租车回到二道区鲁辉国际城荷兰小镇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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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50 次列车沿途各站消毒等防疫措施均有所加紧
K350 次列车出现无症状感染者后，
消息顺着列车
行进的路线传递到了沿途各站。针对春运和防控疫情
两项工作，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 K350 次列车沿途
的多个站点。多数站点表示，
受疫情影响，
客流量有明
显减少。
K350 次列车沿线的德惠站的一名工作人员称，
往
年春运等候厅会塞得很满，
大致日客流量有四五千人。
德惠站不仅全员上阵应对春运，
且调动休假人员
“固定
每个岗位加一个人”
。今年，
站内客流量骤减。K350次
列车疫情出现后，
客流量一天仅为1000人左右。
一位专业流调人员介绍，
目前，
各地严格按照国家
卫健委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七版）
》
的要求进行系统流调。上述防控方案列明了铁路列车
上密切接触者的具体判定原则，
K350 次列车为全封闭
空调列车，确诊病例均出现在 11 号硬座车厢，按照上
述防控方案，病例所在硬座车厢的全部乘客和乘务人
员，
均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
1 月 14 日下午，
北青报记者顺着沿途，
采访了不同
车站的站内餐馆和超市。多数商家未接到做核酸检测
的通知，
但消毒等防疫工作均有所加紧。伊春市朗乡站

站前鑫合超市进行了消毒，
而老板已经测了两次核酸；
长春站一家卖盒饭的底商告诉北青报记者，
车站要求店
内每隔两个小时用 84 消毒液消毒一次，
有关部门还组
织店员接种了疫苗；
而铁岭站内达庆昌超市每天要消毒
两三次，
站里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时来检查。
在1月11日吉林省卫健委的通报中，
还有另2例由
黑龙江省输入吉林的病例，他们曾于 1 月 6 日乘 Z158
次列车（座位为17车34号和35号）到达长春市，
1月11
日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Z158 次列车与 K350 次列车在相近时间发现无
症状感染者。Z158 次列车长邢超告诉记者，自从
Z158 次列车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之后，
列车组就根据疾
控部门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
这是一趟一路向南的列车，
由哈尔滨西始发、
途经长
春、
北京，
终点泰州。2例由黑龙江省输入吉林的病例为
一对夫妻，
曾于1月6日乘Z158次列车到达长春市。
发现病例之后，
该次列车并未停运，
但每次到达中
到站、折返站时，都要对车厢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消杀。
行驶过程中，
列车组定期对一节车厢进行抽检，
并为车
厢内全体旅客测温，
若发现旅客有发热症状，
车内设有

由卧铺厢和乘务室等密闭空间改造成的隔离专座，可
以临时对旅客进行隔离。餐车内旅客用餐实施单人单
桌，
并统一朝向。
邢超介绍，1 月 6 日发现疫情后，当次列车车内全
体乘务人员均在第一时间前往指定医院进行核酸检
测，并隔离 14 天，目前，该组全体乘务人员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其余乘务人员在登车之前需进行测
温，每次交接班时需进行测温，每天需测量体温两次
并上报。
但这并不能减轻春运在即铁路防疫的工作压力，
没人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放松防控。邢超告诉记者，自
疫情出现以来，
列车在运行途中，
每两小时通过车内音
响进行一次防疫宣传，换乘旅客多，客流量大，或发现
车厢内有旅客不佩戴口罩时，广播员还会额外增加宣
传频次。
同样加强进出站管理的还有绥化站，据当地政府
通报，从 1 月 12 日 15 时起，绥化站关闭火车站候车大
厅和进站通道，
禁止旅客进站上车。出站通道设置检
查点，出站人员携带三日内核酸检测报告，佩戴口罩、
扫码、测温后方允许通行。

四名感染者所在小区很快加强防控力度
在长春这四名感染者所在的小区很快嗅到了紧张
的气氛。
1 月 11 日，绿园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了《关于对绿园区大禹华邦 B 区实行隔离封闭管理的
通告》。通告中称，因小区发现 2 例无症状感染者，从
即日起对小区实施隔离封闭管理，在此期间人员及车

辆只进不出，非小区人员禁止进入。大禹华邦 B 区临
街的一名饭店老板告诉北青报记者，1 月 10 日晚上 9
点左右，他就看到社区、公安局的人员赶到小区，将小
区封闭。社区的人过来店里告诉他，小区有人感染
了，他和周围的商铺需要关店隔离。一位社区工作人
员确认，当晚，小区居民就被组织进行核酸检测。上

述饭店老板回忆，
11日，
他和其他小区底商的工作人员
也被领着到闲置的临街门市内进行核酸检测。
另一对无症状感染者夫妻所在的二道区鲁辉国
际城荷兰小镇，同样加强了防控力度。一则拍摄于 1
月 12 日傍晚的视频显示，小区内不少居民穿戴厚实，
戴着口罩，
排起长队，
等待做核酸检测。

一名无症状感染者就餐饭店全员被隔离
5名无症状感染者下车后，
防控工作也随之在其抵
达的各个城市展开。一位专业流调人员表示，
流调的难
点，
不仅在于查找相关人员，
更在于如何辨别确诊病例
所讲述信息的真假。无论病例出现在饭馆、
商场还是火
车车厢，
必须通过反复追问，
从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
流调一环一环地接力下去：根据吉林省发布的消
息，
曾坐在 11 车厢 13 号座位上的无症状感染者，
在搭
乘过 K350 后，
于 1 月 7 日 13 点 17 分从双城堡上车，
乘
坐 Z174 次列车，于 14 点 48 分到长春下车。15 点 13
分，
其从长春黄河路客运站乘客车，
于 16 点 20 分到达

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马市路口下车，随后乘私家车被接
往范家屯镇金都酒店入住，入住后步行到酒店街道对
面鸭有饭快餐店就餐，饭后步行返回宾馆未外出。直
到 1 月 8 日约 11 点，该无症状感染者才离开范家屯镇
返回长春，
乘坐 K1383 次列车回到黑龙江双城堡。
范家屯鸭有饭快餐店的店主李楠回忆，
当时这名男
子来店内吃饭，
是她给点的餐、
送的餐。
“看着挺年轻的
一个人，
三四十岁，
当时我戴口罩了，
他好像没戴口罩。
”
李楠说，
该男子大约于17点50分左右到店，
18点10分
左右离开，共待了 20 分钟。用完餐，这名男子扫码结

账，
共消费了36元。
这名无症状感染者被诊断出的第二天，即 13 日
早上，数名防疫人员来到这家快餐店，查了店里的监
控和转账记录，随后店铺被关闭。
“周边的店应该基本
都封了”
。
随后，加上李楠一家三口和其他店员，全店 7 个
人都被送往公主岭玉轩中医院隔离，截至 14 日接受
采访时，他们仍在医院，已经做过一次核酸检测。虽
然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但按照要求，他们还需要至少
再做一次核酸检测，且“全阴了才能回去”。

密接者之一所到购物商城停业并开展流调
上述无症状感染者被诊断出后，同样受到影响的
还有公主岭市温州商城一区的商户。服装店老板王清
14 日早上步行来到商城开门，
当时还不到 8 点，
但四圈
大门上都新贴了通知。通知称，
“根据公主岭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通报，经排查发现近日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密
切接触者曾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到过温州商城一区购
物，该人已被隔离观察……现对一区进行全域终末消

毒并同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即日起一区停业，
重新营
业时间另行通知。在没有流行病学调查结束前，要求
一区广大业户做好居家隔离，
少走动，
不聚集……”
据王清介绍，温州商城共五个区，属于综合商场，
主要经营鞋、
服饰等。一区是业户最多的地方，
也是开
业率最高的地方。王清注意到，
K350 次列车有乘客确
诊以前，
温州商城的各个大门口就已经开始测温了，
商

场里的广播不停地强调，
要求业主们戴口罩，
商场的消
毒工作也一直没停。王清说：
“听说是等这个密接者的
核酸结果出来之后，
他要没事的话，
商城消毒之后重新
开门。
”
(应受访人要求，
文中杨晴、
李楠、
王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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