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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抗原检测

病毒是否入侵人体，目前主要有

三种方法来检测：核酸检测、抗原检测

和抗体检测。前二者都属于直接检测

病毒的方法。

相比核酸检测，抗原检测的速度

可以更快，操作也更便捷，但准确度较

低，一般用于感染早期。疫情发生后，

多国在公认核酸检测为新冠病毒检测

“金标准”的同时，也推广了抗原检测，

将之作为一项有效补充。

根据《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

案（试行）》，抗原阳性结果可用于对疑

似人群的早期分流和快速管理，选用

的抗原检测试剂须经过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

哪些人群适用

上述方案规定了抗原检测的适用

人群：

一是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伴有呼吸道、发热等症状且出现症状 5

天以内的人员；

二是隔离观察人员，包括居家隔

离 观 察 、密 接 和 次 密 接 、入 境 隔 离 观

察、封控区和管控区内的人员；

三是有抗原自我检测需求的社区

居民。

根据方案，社区居民有自我检测

需求的，可通过零售药店、网络销售平

台等渠道，自行购买抗原检测试剂进

行自测。

能否替代核酸检测

国家卫生健康委特别说明，核酸检

测依然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依据，抗

原检测作为补充手段可以用于特定人

群的筛查，有利于提高“早发现”能力。

换言之，也就是推进“抗原筛查、

核酸诊断”的监测模式。

根据方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有核

酸检测能力的，应当首选核酸检测；不具

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可以进行抗原检测。

隔离观察人员和社区居民进行抗

原检测，应当认真阅读说明书、规范操

作。疑似人群抗原阳性及阴性结果均应

当进行进一步的核酸检测。抗原阳性结

果不作为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依据。

抗原自测阳性怎么办

根据方案，抗原自测阳性的人员，

不论是否有呼吸道、发热等症状，应立即

向所在社区（村镇）报告，由社区（村镇）

联系急救中心按照新冠肺炎疫情相关

人员转运工作指南，将居民转运至设置

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

同时，阳性人员使用后的采样拭

子、采样管、检测卡等装入密封袋一并

转运至医疗机构作为医疗废物处置。

抗 原 自 测 阴 性 但 又 有 症 状 的 人

员，根据方案，建议尽快前往设置发热

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进行核酸检测；

如不便就诊，则应当居家自我隔离，避

免外出活动，连续 5 天每天进行一次抗

原自测。 （新华社北京3月 12日电）

解读新冠病毒检测新策略
为进一步优化新冠病毒检测策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日前决定在核酸检测基础上，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
已制定印发《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

什么是抗原检测？自测阳性怎么办？能否替代核酸检测？
依据方案，记者采访权威部门专家作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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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盲人运动员李端在观
众的“加油”声中摸索着将手
中火炬插入主火炬台“大雪
花”中之时，世界正式进入了
北京冬残奥会时间。

时光飞逝，冬残奥会接近
尾声。在不到十天时间里，赛场
内外的拼搏、祝福与感动织就
了残奥参与者们的共同记忆。

奋力拼搏 只为中国红

中国代表团目前位居金牌榜和奖

牌榜第一，许多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

中国运动员用自己的坚韧与汗水让五

星红旗飘扬在赛场上空。

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担任中

国代表团旗手的郭雨洁首个比赛日就

在残奥冬季两项女子短距离（站姿）中

夺得金牌。她用“人生转折点”来形容北

京冬残奥会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

“最难忘的瞬间还是颁奖时升国

旗、唱国歌的那一刻。我一直都想为国

争光，但那一瞬间的感受是如此强烈，

感觉一切都值了。”她说。

参加过平昌冬残奥会的褚贝贝从

事冬季两项运动已有 7 年多了，是名副

其实的老将。她将在北京冬残奥会后退

役，向着成为专业教练员的新目标进发。

令褚贝贝高兴的是，年轻运动员已

经接过了接力棒。“我参加过两次冬残

奥会，第一次比赛时的经验特别少，这

次冬残奥会我们很多队员都有好的成

绩，也让我这个老队员感到很欣慰。”

中国冬残奥代表团越野滑雪和冬

季两项队领队王晓兵说：“其实我们在

一些夺金项目上与外国运动员的差距

并不大，都是靠运动员的一股劲儿一点

一点拼出来的。”

疫情中办赛 安全又暖心

北京冬奥会后，冬残奥会坚持疫情

防控不松懈。经过实战检验，北京冬残

奥会各场馆深化健康监测、核酸检测、

消杀、洗手、通风、保持距离等常态化防

控措施，巩固场馆疫情防控成果。

法新社记者利萨·马丁评价说，在

疫情中举办国际赛事无疑会带来巨大

挑战，但中国人民的勤勉认真、热情好

客让北京冬残奥会的各项服务保障始

终保持在高水平。

北京冬残奥会给运动员带来的安

全感不仅体现在防疫上，更体现在无障

碍设施的周到齐全。

荷兰冬残奥会高山滑雪队教练员

尼基·埃尔斯沃德对延庆赛区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的无障碍设施赞不绝口。他

说：“我参加过索契和平昌冬残奥会，而

这里的硬件设施以及无障碍设施都是

我所参加过的冬残奥会中最出色的。”

国际残奥委会无障碍专家伊莱亚

娜·罗德里格斯说：“在往届冬残奥会

中，残奥高山滑雪赛场的无障碍往往最

具挑战性。本届冬残奥会的高山滑雪赛

场非常令人赞叹。”

罗德里格斯表示，除了硬件的无障

碍之外，另一个重要奥运遗产是文化和

观念的无障碍。“让残疾人更加积极主

动地融入社会，在这方面北京无疑给下

一届冬残奥会的东道主设立了标杆。”

友谊之桥 跨越国界

在北京冬残奥会的赛场内外，处处

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不仅是沟通

中外的使者，也是残奥大家庭跨越国界

的友谊见证者。

来自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张

慧娜在张家口赛区冬残奥村负责协助

宣传经理及主管收集、整理村内及周边

区域相关新闻素材，撰写新闻稿件。

“冬残奥村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

地方，感人的故事从未停止。注册、餐

饮、交通、无障碍等各个领域的志愿者

小伙伴们经常会互相分享来自各代表

团的问候、点赞和感谢信。”她说。

20 岁的王博煜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德语专业，是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

项中心语言服务助理。时常协助庆典

仪式的他对运动员之间的有爱互动印

象深刻。

“冬残奥会期间，在仪式候场区为

获奖运动员讲解流程和注意事项时，中

国运动员与其他各国（地区）运动员相互

祝贺，相互鼓励，这种超越国界的友谊与

团结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体育的魅力。”

志愿者们的无私付出同样得到了

运动员们的交口称赞。“所有的志愿者

都非常友善，能有这些乐于助人的志愿

者真是太棒了。”美国残奥冬季两项运

动员肯德尔·格雷奇说。

残奥火炬终将熄灭，但残奥盛会的

印记将留在每个参与者心中，汇聚成点

点星光，照亮此刻，也照亮远方。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3月 12日电）

为期两天的欧盟成员国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 11 日在法国巴黎
西南郊的凡尔赛宫结束。峰会原定
讨论“新的增长和投资模式”，但俄
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已成为
全球关注焦点，会议专门讨论了此
事对欧洲政治、经济造成的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俄乌冲突让
欧洲战略自主问题的重要性凸
显，此次峰会通过的《凡尔赛宣
言》在增强欧洲防御能力、推进
能源自主、促进经济增长等问题
上给出了共同承诺。但这份宣言
难掩欧盟内部的诸多分歧，欧盟
实现战略自主仍然前路漫漫。

乌克兰入盟“不加速”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于 2 月 28 日签署乌克兰申请

加入欧盟的文件，呼吁欧盟启动“新的

特殊程序”迅速吸纳乌克兰。乌克兰入

盟问题由此成为本次峰会的一个焦点。

虽然乌方入盟心切，但欧盟 27 国在峰

会上排除了乌“火线入盟”的可能性。

《凡尔赛宣言》只提到，欧盟愿进一

步深化与乌克兰的伙伴关系，欧盟委员

会将根据相关规定提出意见。一些欧盟

国家领导人更是明确表达了反对乌克

兰快速入盟的态度。荷兰首相吕特对媒

体说：“不存在快速（入盟）程序。”法国总

统马克龙也在峰会开始前的记者会上

明确表示“短期内”不支持乌克兰入盟。

据法国媒体报道，除波兰、捷克、斯

洛文尼亚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快速入盟

外，其他国家大都持谨慎态度。法国总统

府告诉媒体：“在欧洲理事会内部，同意加

快乌克兰入盟程序的国家并不占多数。”

对俄“脱钩”“慢慢来”

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西方对俄新

一波制裁让欧洲能源安全问题凸显，这

也成为本次峰会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根据《凡尔赛宣言》，欧盟成员国同意

“尽可能快地逐步摆脱”对俄罗斯天然

气、石油和煤炭的依赖。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建议，欧盟在 2027年之前停

止使用俄化石燃料。为此，欧委会将于

今年 3月底提出在可负担前提下确保下

一个冬季能源供应安全的方案，并在 5

月之前提交旨在加速清洁能源转型、提

高能源独立性的 REPowerEU 计划。

法国《回声报》指出，美国不久前宣

布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给了

欧盟“很大压力”。欧盟内部已产生分

歧，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积极要求欧盟

对俄石油和天然气实施禁运，但对俄能

源依赖程度高的德国、奥地利、芬兰、匈

牙利等国表示不能“匆忙行事”，称能源

开关不可能“一夜之间关上”。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欧洲多国

在能源上严重依赖俄罗斯。俄罗斯是欧洲

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欧盟进口天然气的

约40%和进口原油的约30%来自俄罗斯。

法国总统府此前就明确表示，虽然

美国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

气，但法国不会“立刻禁止”。因为美国

对其没有依赖，但欧洲国家不同。

资金问题“有分歧”

一些媒体指出，乌克兰危机暴露出

欧盟在防务、农业等诸多方面对外依赖

性强的问题。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明言，欧洲防务

只有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才能真正

走向战略自主，俄乌冲突“让欧洲明白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性”。

为实现战略自主，《凡尔赛宣言》指

出，欧盟成员国必须坚决加大对国防能

力和创新技术的投入，推动欧盟加强“主

权”建设，减少在这些领域的战略依赖。

不过，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欧盟

内部在加强战略“主权”所需的资金支

持上存在分歧。法国希望推动“欧洲强

韧计划”，资金由欧盟 27 国以债务形式

共同承担。但德国、荷兰、丹麦、芬兰等

国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此前为应对新

冠疫情及其经济影响设立的 7500 亿欧

元恢复基金仍有 5000 亿欧元余额，完

全没有必要再设立新的共同债务。

分析人士指出，俄乌冲突让欧盟进

一步认识到战略自主的重要性，但正如

此次峰会上所表现出的那样，欧盟各国

利益诉求不同。要真正实现战略自主，

欧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新华社巴黎3月 11日电）

新华社北京 3月 12 日电 据国防

部消息，中印两军 3 月 11 日在莫尔多/

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第十五轮

军长级会谈。

在 1 月 12 日举行的上一轮会谈基

础上，双方继续就推动解决中印边界

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开展讨论。

双 方 遵 照 两 国 领 导 人 关 于 尽 早 解 决

剩余问题的指引，坦诚深入地交换意

见。双方重申实现剩余问题的解决将

有 助 于 恢 复 西 段 实 控 线 地 区 的 和 平

与安宁并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在此期

间，双方同意保持西段地区一线的安

全与稳定。双方同意保持军事和外交

渠道对话，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

解决方案。

中印两军举行第十五轮军长级会谈

3月 12日上午9时 51分，第十一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

安全抵达杭州。此前，已有 1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的临时航班安全

回国。

图为当日，中国公民乘坐临时航班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安
全
回
国

此情此景长留心间
——参与者眼中的北京冬残奥会

3月 12日，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轮椅冰壶金牌赛中，中国队以8比 3

战胜瑞典队，夺得冠军。图为中国队选手张明亮、闫卓、陈建新和王海涛（从左至右）在比赛后庆祝胜利。新华社发

欧盟峰会聚焦危机 欲图自主怎奈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