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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潘 文

新冠新变异株奥密克戎是什么

情况？全球抗疫的努力是否会前功尽

弃？ 会对国内抗疫带来什么影响？ 昨

天，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

任张文宏发布微博表示，上海疫情进

入扫尾阶段。新冠新变异株奥密克戎

登陆世界，迅速占领了所有学术论坛

和百姓的饭堂。 他表示，这次南非的

变种病毒出现有偶然性，但是是否会

对目前的初步建立的脆弱的人群免

疫构成威胁，需要两周左右的观察时

间。

在最新发文中，张文宏介绍了他

关于新冠新变异株奥密克戎的看法。

1、 奥密克戎变种被发现是近期

的突发性事件，毫无疑问是病毒进化

的产物。由于突变点数量远超已经发

现的所有变种，预计应该是在宿主体

内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进化后形成。因

为新冠病毒引起的是急性感染，难以

在免疫功能正常者体内长时间生存

与进化，也没有像流感病毒那样的基

因重配发现，目前多数认为该变种可

能是在免疫功能缺陷者，如艾滋病患

者体内，经过长时间的携带，最终进

化而成。 形成新变体后，又经过偶然

的机会经过传播，并迅速在传播上超

越了已有的病毒传播能力，成为南非

近期所记录的病毒株中的优势株

（占比 90%以上）。

2、由于携带病毒突变点多，在传

播上短期内似乎战胜了南非的其他

病毒株，包括德尔塔毒株。因此，世卫

组织出于谨慎，将其列入了密切关注

变异株（VOC），也就是说要引起极

大关注。

3、 但这是否已经说明全球抗疫

的努力就此前功尽弃呢？ 现在还很难

说。 南非这次病毒株序列公布的总量

不多，需要再观察未来两周更多的数

据和实验室数据才能精准判断。

4、南非的疫苗接种完成率低，完

成全程接种的人口比例仅仅 24%，自

然感染率 4.9%左右， 其实不足以构

建疫苗和自然感染的免疫屏障，没有

免疫屏障就谈不上免疫突破。也就是

说如果这种情况今天出现在以色列，

那么可以说毫无疑问，全球抗疫要面

临重头再来的风险。

5、这里也就清楚了，为什么英

国和以色列这些疫苗全程接种率超

过 80%， 特别是以色列第三针接种

率也已经达到了 50%左右， 这两个

国家对外来输入采取的措施突然收

紧。 也就是说，对南非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旦明确这个病毒株可以突破

原有的免疫屏障， 那就意味着我们

必须对已有的所有疫苗体系做调

整，开始进入流感疫苗接种模式，也

就是说每年要根据病毒变异情况，

迅速构建新的疫苗。 但是也意味着

日子会变得更难。

6、这种情况下，可以判断，这次

南非的变种病毒出现有偶然性，但是

是否会对目前的初步建立的脆弱的

人群免疫构成威胁，需要两周左右的

观察时间。 为什么初步定为两周内，

是因为现在全球的流行病学数据，以

及病毒中和试验数据，在两周到数周

内都会出结果。 这些工作我们复旦的

团队和中国多个兄弟科研团队都在

同步进行。不过我同意我的朋友香港

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教授的看法，

“新冠病毒的变异是受到一定限制

的，总的来讲，新冠的很多变种都没

有存活下来，即使是存活下来的部分

变种，其中也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优

势株。 从疫情暴发到现在，起码发现

了上百种变异株，但只有一个德尔塔

能留下来，在过去，贝塔和伽马变异

株也被证明有比较强的免疫逃逸特

性，但它们在和德尔塔的传播比赛中

还是落败了， 最后无声无息就消失

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在不需

要太长时间。

面对新发现的奥密克戎，中国怎

么办？ 张文宏表示：“我认为对中国

目前还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中国目前

的快速响应与动态清零策略是可以

应对各种类型的新冠变种的。新冠病

毒再变，还是新冠病毒。 中国目前处

于动态清零策略所赢得的战略机遇

期内，正在加速构建下阶段应对常态

化抗疫所需要的科学支撑，包括形成

足以支撑世界开放的有效疫苗与药

物储备，以及公共卫生及医疗资源储

备。 基于科学与团结，我们可以应对

德尔塔，也能应对奥密克戎。 ”

张文宏最新发文：

上海此轮疫情进入扫尾阶段

奥密克戎目前对中国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记者 陈里予

晨 报 讯 2021 年 11 月

27 日 0—24 时， 上海通报，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

例。 对于大家最关心的这个

无症状感染者为什么不算作

确诊病例问题， 上海发布在

评论区进行回复， 根据国家

与本市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的

标准， 无症状感染者是有相

关流行病学史， 新冠病毒病

原学检测呈阳性， 但没有发

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相关

临床表现， 且 CT 影像学无

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者。 他

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但没有

临床表 现和 CT 影像学 特

征， 符合无症状感染者的定

义。

该无症状感染者 28 岁，

系 11 月 25 日确诊病例 3 的

密切接触者。 11 月 25 日已

被隔离管理。 隔离期间核酸

检测结果异常。 经市、区疾控

中心新冠病毒核酸复核结果

为阳性。 经市级专家会诊，综

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

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

等，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 已追踪到该无症

状感染者在本市的密切接触

者 30 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

观察。 对无症状感染者曾活

动过的场所已进行终末消

毒。

25日确诊本土病例

最新排查进展公布

累计排查在沪密切接

触者 214 人， 其中 1 人核

酸检测阳性

记者 陈里予

晨报讯 11 月 28 日，上

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发布消息：

截至 11 月 28 日 8 时，

累计排查 11 月 25 日本市确

诊的 3 例本土病例在沪密切

接触者 214 人， 均已落实集

中隔离， 其中 1 人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11 月 27 日已诊

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其余 213

人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

累计排查到在沪密接的

密接 1163 人，均已落实集中

隔离， 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累计排查在沪筛查人员

112608 人， 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累计采集环境样本 3290

份，其中 29 份样本（均为一

病例临时居住地环境样本）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其余

均为阴性。

新增 1 例“无症状”

为何不算作确诊

权威解答其中原因

见习记者 姚沁艺

11月 25 日，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锦

绣路 1650 弄香梅花园一期小区被列

为中风险地区， 整个小区采取闭环管

理， 其中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的 6 号居民楼则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

理———居住在该楼的居民们暂时不能

走出楼栋。

11 月 27 日下午， 一户小区居民

举着“STAY STRONG”（注：“保持

坚强”的意思）小纸片，为 6 号楼居家

隔离同事和邻居们加油鼓劲的一幕，

令小区居民直呼“感动”。

举着“STAY STRONG”纸片为

同事和邻居们加油打气的， 是来自葡

萄牙的 Paulo Arruda 先生和其家

人， 熟人们习惯亲切地称他为 “保

罗”。

保罗和家人住在香梅花园一期小

区，他的同事则住在同小区 6 号楼。小

区闭环管理后， 保罗的同事暂时无法

走出 6 号楼， 保罗便萌生了到 6 号楼

楼下， 为同事和邻居们加油鼓劲的想

法。

“我也希望其他邻居能看到，并

（为此）感到高兴。 ”保罗说。

11 月 27 日下午，保罗一家、保罗

女儿的两个朋友和她们的家人来到 6

号楼楼下， 他们举起由小纸片拼成的

“STAY STRONG”， 用行动和歌声

为保罗的同事， 以及该楼的居民们加

油打气。

很快，不止是保罗的同事，6 号楼

其他居民陆续有人走到窗前， 回应保

罗等人带来的鼓舞。

邻居们加油打气的现场被 6 号楼

居民用照片记录下来， 成了香梅花园

一期居民们热议的话题。

家住 6 号楼的李女士一家虽然错

过了楼下发生的这一幕， 但看到邻居

们分享的现场照片后， 她还是觉得有

些“泪目”：“我妈妈说，‘如果我知道

他们在那里，我肯定会向他们挥手，我

很想谢谢他们。 ’”

后来， 保罗特意询问了“STAY 

STRONG”的中文说法。 他说，下一

次， 他准备鼓励同事：“加油！ 坚持

住！ ”

在小区居民李女士看来， 小区闭

环管理的平稳运行， 离不开各方的共

同努力。

“有邻居家的小朋友身体不适，马

上就得到了志愿者、街道工作人员、驻

小区医务人员的热心帮助。 ” 李女士

说， 小区物业还为每户居民送来了一

袋新鲜蔬菜。

小区居民共同抗击疫情的这段时

间， 一件件暖心小事也拉近了邻里之

间的距离。

小区居民 Nancy 发了一条朋友

圈，记录了小区闭环管理期间，她经过

6 号楼， 恰好看到一位低楼层的居民

在客厅做操：“我犹豫了一秒后， 抬起

手， 朝她挥了挥。 她看着也愣了一秒

后， 也朝我挥了挥手。 我们互相不认

识，是陌生人，但我想我们都在给对方

鼓励。 这叫善意。 ”

STAY STRONG！

葡萄牙邻居为闭环管理楼栋居民加油鼓劲

晨报记者 陈里予

昨天上午 8 点， 家住浦东龙阳路的王先生便带着读初二的女儿早早来到了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门诊，“女儿最近视力下降明显，还总说眼睛酸胀不适。这次

看到第一人民医院周日加开了门诊，就赶紧带她来看看。 ”

受疫情影响，上海 20 家医院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几十小时以后陆续结束封闭

管理。 与此同时，上海多家医院做好诊疗“接力棒”，特别在周日全天增开门诊。 很

多医生主动报名，传递着温暖的“接力棒”。也有很多医生解封后还没调整就加入了

昨天这个特别的星期天门诊。

昨天，位于虹口的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北部院区于全天增开各科室普通

门诊，出诊专家中不乏科主任、教授级

别的“大咖”专家。 为方便患者就医检

查，医院还在门诊区域内增设了医技检

查点并增加号源， 使患者不出门诊楼，

即可完成全部就医流程。

在内分泌代谢科诊室里，陈琳医生

正在为李老伯开具超声检查单。 在上

周的单位体检中，李老伯被查出甲状腺

指标异常，这让他格外焦虑、坐立不安。

李老伯的女儿在网上看到市一医院增

开周日门诊的消息后，立刻为父亲预约

了内分泌门诊。 走出诊室，李老伯直接

进入位于同一楼层的 B 超检查室，很

快完成了超声检查，整个就诊流程只用

了不到 20 分钟， 这让李老伯连夸方

便。

为了方便患者，市一医院特别在门

诊区域增设了 B 超检查室，对于 CT 平

扫等需要大型设备的检查项目，医院也

增加了号源，患者可在就诊当日完成预

约、检查全流程，最大程度为患者提供

便捷。

曾在雷神山参与一线抗疫工作的

市一医院儿内科副主任周小建一上午

也接诊了不少患儿，其中不乏因为家附

近医院门急诊暂时关闭而来求助的患

者。 一位家住江湾的患儿家长，看到检

查结果并无大碍后，不由得长舒了一口

气。

“小孩子不舒服，家里附近医院不

巧停诊了，在网上看到市一医院开了周

日门诊，就赶紧过来了。 ”这位家长告

诉记者，“之前还担心会找不到地方看

病，现在放心了。 ”

据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邹

海东介绍，此次周日增开各科室普通门

诊，是为了最大程度满足上海市民的就

医需求。 在医院决定增开门诊后，各科

室医生不顾辛劳、主动报名，医院门急

诊办公室、信息、财务、后保等行政后勤

人员也加班加点， 确保增开门诊有序、

顺畅运行。

昨日 6 点 45 分， 新华医院门诊综

合楼开放接诊，7 点开始挂号，一些患者

陆续进入门诊诊区。68 岁的刘女士原本

是预约了周五下午的呼吸内科门诊，中

午在收到短信取消通知后没有来院。 27

日晚在看到医院公告后一早就来看诊，

顺利地完成了预约和挂号。 另一位前来

看妇科疾病的 30 余岁的女士一早就来

医院验血，她说：“增开的周日门诊很方

便，也不需要再请假来看诊了。 ”

新华医院儿科门诊的患者达到时

间较成人患者略晚， 从 9 点起陆续增

多，儿内科专家特需门诊的数量几乎与

平时持平。

截止 11 点，新华医院解除闭环后

增开的周日门诊挂号总门急诊量 4841

人次，其中普通门诊 3514 人次，专家

门诊 761 人次，特需门诊 211 人次,急

诊 355 人次。 同时，昨日上午核酸采样

1008 人次，同比上周日增加 5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医务部兼门急诊部主任是俊凤说：

“本次周日增开门诊按周五门诊排班

开设，尽管患者数量不少，但经过医院

精心组织，秩序井然。 ”

同时， 新华医院各手术室从 8 点

起满负荷运作，各手术团队在保证医疗

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加班完成

因闭环管理而积压的手术。

27 日晚上 6 点， 在新华医院结束

闭环管理后 3 分钟， 第一辆 120 急救

车就驶入了急救中心，很快，陆续有儿

科急诊患者进入院区，成人急诊除急诊

内科仍在改建外，均逐步恢复。 27 日晚

上 8 点之后， 儿科急诊进入就诊小高

峰，共收治患儿 140 多人次。

昨天一早，上海儿童医院、九院

等多家医院发出公告， 结束闭环管

理。 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医院都在当

天无缝衔接，加开门诊。

闭环管理对血透患者这一特殊

群体来说有非常大的影响， 他们需

要规律透析，对他们很多人而言，透

析就是生命。 自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在 11 月 25 日 17：30 实施闭环管理

起， 医院血净中心便开始了数百个

电话的持续沟通，电话问诊、饮食指

导确保了闭环管理期间透析患者的

安全，此外，还逐一联系了原本应在

11 月 26 日进行血透治疗的患者，

通过对患者生命体征和相关指标的

一一评估，最终确定为 15 名较危重

的血透患者连夜开启 “夜间透析模

式”。

27 日 21：30，医院接到“已完

成相关人员及环境筛查工作” 的通

知后，立即将 15 个接续生命的爱心

电话打出， 一场与生命的保卫战连

夜打响。 后勤保障部还为血净中心

患者及家属提供了热气腾腾的饺

子！ “感动，因可爱天使带来冬夜的

温暖，有你们守护心安定！ ”一位接

受血透治疗 10 余年的患者家属在

自己的朋友圈表示了对医院和医护

人员的感谢。

昨晨 6 点起， 血净中心还继续

加班安排 100 余名原计划 26 日进

行治疗的患者进行血透。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立即启动紧

急预案，全线开通互联网医院诊疗，

线上工作时间从平时的 17：00 延长

到晚上 22：00， 让特殊时期医疗保

障有温度。

69 岁的董阿姨是一位高血压、

高脂血症患者， 长期在家门口的浦

东新区人民医院就诊配药，11 月 26

日医院临时闭环管理， 本打算来配

药的她慌了神。 在子女的帮助下，董

阿姨尝试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里的

“浦人民云医院”小程序复诊配药。

而神内一科的陈娟医生接到董

阿姨的就诊信息后立即开始了沟

通， 董阿姨很顺利地开到了平日常

用的三个药，付费后订单成功，只要

在家等待药物快递上门就行。 董阿

姨直呼，还好有互联网医院，真是太

方便了， 要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

而家里有宝宝的家长也一样不

淡定了，小丽今年 4 岁，患有过敏性

哮喘，这几天咳嗽加重，小丽妈妈本

想趁着双休带孩子到医院就诊，没

想到遇上了医院闭环管理， 一时不

知该怎么办。 突然想到曾在浦东新

区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看到过关于

互联网医院的推送信息， 小丽妈妈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 “浦人民云医

院”预约了医生，挂了号，随后很顺

利地就诊、开具处方、付费、生成订

单，全程只花了几分钟。

九院昨天一早公告恢复医疗诊

疗服务。 26 日中午，九院南部院区暂

停门急诊医疗服务启动闭环管理。

闭环期间，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为滞留

在医院的门急诊患者、家属、其他社

会人员等，在门诊区域设置临时安置

点，并由医院安排专人负责；滞留在

院和召回的医学生分批安置在几个

会议室内。

晚九时许，医院应急调配的行军

床、被褥、毛毯、洗漱用品及毛巾等物

资第一时间送到滞留人员和医学生

手中。 此时，许多留院医护人员还没

拿到相应物资。

对于医院的安排，滞留人员中

一位来自江苏的张先生看到医护

人员的辛勤忙碌，主动佩戴党徽作

为志愿者协助进行物资派发等工

作。 当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只

是朴实地表示：“看他们 （医护人

员）挺忙的，能帮着做点啥就做点

啥。 ”

市一加设医技检查点,多位大咖出诊

新华解除闭环管理后加开周日门诊

互联网保驾基本医疗需求不掉线

封闭管理期间，暖心的故事一直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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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晚，香梅花园一期小区已实行封闭式管理，各项保障工作有条不紊展开。 /晨报记者 陈 征

医院增开周日门诊，服务市民核酸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