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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多国 27 日通报发现新冠

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或疑似病

例，进一步加剧对这一新型变异毒

株传遍全球的担忧。

公共卫生专家指出，新毒株出

现，反映部分发达国家囤积疫苗的

恶果，凸显推动全球“疫苗平等”

对尽早遏制疫情的重要性。

英国卫生部 27 日通报，英国

发现两例相互关联的奥密克戎毒

株感染病例。两名感染者从南非旅

行归来，目前与家人一起自我隔

离。相关接触者追踪和检测工作正

在进行中。

德国当天确认两例奥密克戎

毒株感染病例，感染者近日去过南

非。意大利当天确认一例，感染者

去过莫桑比克。

此外，捷克卫生部门正在为一

名疑似病例做检查，此人到过纳米

比亚，疑似感染奥密克戎毒株。荷兰

卫生部门说，26日从南非飞抵荷兰

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两架航班上约

600名乘客中，61人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呈阳性，其中多人“可能”感染

奥密克戎毒株，正待进一步确认。

南非 24日首次向世界卫生组

织报告发现新型毒株以来，除了博

茨瓦纳等非洲国家，以色列、比利

时等地也先后发现这一毒株。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安东尼 ●福奇说，尽管美

国尚未检测出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但鉴于这种病毒表现出的高

传播性，“如果奥密克戎已经存在

于美国”，他“并不吃惊”。

过去两天内，全球多国不顾世

卫组织反对，宣布对南非及其周边

国家实施旅客和航班入境限制等

措施。英国是较早宣布对南非等国

旅行限制的国家之一，27 日宣布

将更多非洲国家列入旅行限制名

单，并加码防控措施。

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在一

场新闻发布会上说，英国将要求所

有入境者在入境后两天内接受新

冠病毒检测并自我隔离至检测结

果呈阴性。疑似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的接触者，不论是否接种疫苗，都

须自我隔离10天。此外，英国将严

格要求民众在商店、公共交通工具

等场所戴口罩。

约翰逊说，为英国政府作疫苗

政策顾问的科学家团队呼吁加快

疫苗接种进度，包括扩大加强针接

种范围、缩短第二剂疫苗和加强针

之间的间隔等。

不少公共卫生专家指出，新冠

病毒新型变种的出现反映出发达

国家囤积疫苗导致全球疫情迟迟

不能结束的问题。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实验医学

教授彼得 ●奥彭肖说：“病毒变种

出现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世界

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率低。”

与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

计划”共同推动全球“疫苗平等”

的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首席执行

官塞思 ●伯克利说，新冠病毒新变

种不断出现导致疫情迟迟不能结

束，而实现“疫苗平等”是防止更

多新变种出现的必要一步。

“只有当我们能够保护世界

上所有人口，而不是只保护富有

的那部分人，我们才能避免新变

种出现。”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 27 日

发现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确

诊病例。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

特当晚说，将从 29 日凌晨起，禁止

所有外国人入境。以色列由此将成

为奥密克戎毒株出现以来，全球首

个完全向外国人关闭边界的国家。

贝内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内阁

针对疫情召开会议，作出这一决

定。禁令将执行 14天。以色列政府

希望能在此期间确定现有疫苗预

防新毒株感染的效果如何。

贝内特说，为防范疫情蔓延，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 （“辛贝

特”）用于反恐的手机方位追踪技

术将被用来追踪感染者。

按照禁令，以色列人从该国唯

一的国际机场本 ●古里安机场入境

后将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隔离。根

据是否完成疫苗接种或是感染病

毒后痊愈等情况，他们入境后将接

受 3至 14 天不等的隔离。

世界卫生组织 26 日宣布，将

在南非等地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变

种 B.1.1.529 列为“需要关注”的

变异毒株，以希腊字母“奥密克

戎”（Ο）命名。世卫组织警告，新

毒株比此前肆虐的德尔塔毒株传

染性更强。

截至 27 日，奥密克戎毒株已

在比利时、博茨瓦纳、意大利、德

国、英国等多地出现。多国紧急取

消航班、限制旅客入境、升级防控

措施。

以色列已从 26 日起禁止来自

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外国人入境。

以色列卫生部 26 日报告发现

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为一

名从马拉维返回的以色列人。另有

7例疑似病例需等待检测结果，其

中 3人先前完成疫苗全程接种。

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正在追

踪大约 800 名近期从非洲南部回

到以色列的人员，以确认是否有人

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以色列今年年初开始推广新

冠疫苗接种，是全世界较早启动全

民接种的国家。以色列卫生部的数

据显示，以色列 940万人口中，大

约 57%已接种辉瑞疫苗第三针即

加强针，或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不

满 5个月。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 28 日下午召开的内

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8 日

0时至 16 时，满洲里市新增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9 例（含 2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 例。截至目

前，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19 例，无症状感染者

2例。

据了解，满洲里市于 28 日 8

时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全员核酸检

测，市区设置核酸采样点 15 个，

扎赉诺尔区设置核酸采样点 20

个，并组织机动采样队 2 个开展

机动采样。截至 28日 14 时，已大

规模核酸采样 152980 人次，目前

所有采样点正在全力开展工作，满

洲里全市现有 5个核酸检测 PCR

实验室，同步开展检测工作，力争

24小时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

满洲里市政府副市长宋吉祥

介绍，截至 28 日 12 时，满洲里市

现有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 630

人，其中密接者 543 人、次密接者

10 人、其他人员 77 人，均已采取

集中隔离管控措施。满洲里市已启

用集中隔离点 2个，共有房间 790

间，还确定了 3 家隔离酒店，共有

房间 840间。

据新华社电

对于近日在一些国家出现的

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世界

卫生组织 26 日紧急召开专门评估

会议，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

毒株，要求各国加强监测与测序工

作。

奥密克戎毒株为何 “需要关

注”？此次病毒突变的意义何在？现

有防疫工具是否还有效？

变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所有病

毒，都可能在自我复制过程中犯点

“错误”，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变异。

大多数变异并不会使病毒“性情大

变”， 但也有一些变异会使病毒发

生值得关注的性状改变。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病毒学专

家托马斯·皮科克介绍，11 月新发

现的奥密克戎毒株发生了很多变

异，仅在其表面刺突蛋白上的变异

就有 32 处， 而新冠病毒正是通过

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感

染人体的。 这种新毒株“似乎在所

有已识别的抗原位点都有突变”，

这或许会影响多数抗体对刺突蛋

白的识别。

英国沃里克大学病毒学家劳

伦斯·扬说， 新毒株不仅首次将其

他毒株中的一些变异集于一身，还

有新的变异。

世界卫生组织 26 日紧急召开

专门评估会议，认为奥密克戎毒株

的一些突变“令人担忧”，并将其列

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要求各

国加强监测与测序工作。

世卫组织 26 日介绍， 这一新

毒株 9 日在南非被首次确认 ，24

日首次报告给世卫组织。从流行病

学上看，最近几周南非的新冠病毒

感染率急剧上升，与检测到奥密克

戎毒株的情况吻合。

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

被检测出的速度比以往造成感染

激增的其他变异毒株都快，表明这

一最新变异毒株可能具有生长优

势。 另外，与此前其他“需要关注”

的变异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可

能会增加人们二次感染新冠的风

险。

不过，目前研究人员尚不清楚

奥密克戎毒株的凶险程度。同样属

于“需要关注”变异毒株的贝塔毒

株在刚出现时也曾让科研人员惊

讶， 但最终被证明没有那么凶险，

并逐渐被德尔塔毒株所取代。

英国剑桥大学领导新冠病毒

基因测序项目的莎伦·皮科克说，

现有数据显示，新毒株携有可能导

致传染性增强的突变，但许多突变

的意义仍未知。

帝国理工学院实验医学教授

彼得·奥彭肖指出， 虽然奥密克戎

毒株可能传播更快，但南非近日感

染人数激增也可能与密集监测有

关，新毒株会否在南非取代德尔塔

毒株成为主要流行毒株还很难说。

奥密克戎毒株会使现有诊疗

方法和疫苗失效吗？据世卫组织介

绍，当前常用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检

测（核酸检测）仍可用于标记奥密

克戎毒株。

在疫苗有效性方面，帝国理工

学院传染病学专家尼尔·弗格森表

示，目前还没有对奥密克戎毒株可

能弱化疫苗效力的可靠评估，因此

现在评估其风险为时过早。奥彭肖

认为，面对新毒株，目前的疫苗“极

不可能”完全不起作用，但仍需要

更多数据来确定疫苗的保护效力。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

行官理查德·哈切特指出， 新毒株

的出现使开发更有效的新冠疫苗

变得更为迫切，此外还需继续在全

球范围内扩大疫苗接种以减少病

毒传播。

一些专家表示，虽然尚不清楚

奥密克戎毒株会对公共健康构成

多大威胁，但不采取行动的潜在后

果可能很严重。 与德尔塔毒株不

同，奥密克戎毒株刚刚出现就受到

全球广泛关注，这或许有助人们更

早地采取措施，遏制疫情蔓延。

奥密克戎毒株令欧洲多国如临大敌
公共卫生专家呼吁推动全球新冠病毒“疫苗平等”，防止更多新变种出现

11月 27 日，多国中断与南非航班。 一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机场查看取消的航班信息。 /人民视觉

新毒株传入多国,以色列将暂禁外国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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