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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安东尼 ·福奇 28 日说，获取

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完整

数据需要大约两周。

美国总统约瑟夫 ·拜登当天听

取福奇等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成员

汇报。白宫发表声明说：“福奇医生

告诉总统，掌握关于奥密克戎毒株

传播能力、严重性及其他特点的确

切信息还需要大约两周时间，尽管

如此，他仍然相信现有疫苗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防止染疫后出现重

症。”

按照福奇的说法，完成新冠疫

苗全程接种后再接种加强针，可以

获得最强新冠病毒免疫能力。

白宫声明写道：“新冠疫情应

对工作组现在建议所有已经接种疫

苗的成年人尽快接种加强针……没

有完成疫苗全程接种的成年人和儿

童应当立刻接种。”

世界卫生组织 28 日同样表

示，目前还没有足够数据证明奥密

克戎危险性大于德尔塔毒株，现有

疫苗仍然有效。

南非 11 月 9 日首次确认发现

这一新型变异毒株，世卫组织 26

日把它列为“需要关注”并命名为

奥密克戎毒株，要求各国加强监测

和测序工作。路透社 28日报道，已

有 13 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奥密克戎

确诊病例，其中，加拿大当天确诊 2

例。

福奇 28 日早些时候告诉美国

广播公司“本周”栏目，奥密克戎病

例传入美国“不可避免”。他接受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这一新

毒株可能“具有快速传播能力”。

福奇和其他高级卫生官员说，

尚不确定现有疫苗和疗法需要做哪

些调整以应对奥密克戎。他告诉

《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我们需

要更多数据，才能自信地说这不是

厉害的病毒版本。”

由于冬季到来，民众居家时间

增多，美国新冠病例增加，已经导致

部分医院陷入瘫痪，纽约在内的一

些州宣布紧急状态。

路透社数据显示，疫情暴发以

来，美国确诊病例超过 4800 万，大

约 78.2 万人染疫身亡，居全球首

位。美国 30%人口未接种新冠疫

苗，一旦出现更严重疫情，美国经济

复苏恐受影响，地方医疗系统将进

一步承压。

从美国东部时间 29 日 0 时 1

分（北京时间 13 时 1 分）起，美国

禁止 14 天内在 8个南部非洲国家

停留过的几乎所有外国旅客入境，

并警告美国民众避免前往这 8国。

李彦南（新华社专特稿）

世界卫生组织 28 日呼吁，暂

不清楚新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

戎是否传染性更强或者可能导致

更多严重疾病，各国无需因为担忧

这一新型毒株而贸然针对南部非

洲国家实施旅行禁令。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玛奇

迪索 ·穆蒂说，旅行限制可能有助

于减缓新冠病毒传播，但也会给各

国民生造成沉重负担；如果要实施

旅行限制，“应当以科学和《国际

卫生条例》为依据”。

“随着全球多个地区发现奥

密克戎毒株，针对非洲实施旅行禁

令会破坏全球团结。”穆蒂说：“只

有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疫情才有望

缓和。”

穆蒂称赞南非和博茨瓦纳政

府报告新型毒株的“速度和透明

度”。他说，世卫组织与非洲国家

一道致力于遏制新冠病毒传播。

南非 24 日首次向世卫组织

报告发现新型毒株以来，除博茨瓦

纳等非洲国家，比利时、荷兰、澳

大利亚等国也发现确诊感染这一

毒株的新冠病例。以色列、摩洛

哥、美国等国已宣布对南非及其周

边国家实施旅客和航班入境限制

等措施。

南非总统西里尔 ·拉马福萨

28日说，实施旅行限制“完全不合

理”。这一做法并非基于科学，也

不会有效防止这一变种传播，“只

会导致受影响国家的经济进一步

受挫，削弱它们应对疫情的能力，

影响它们从疫情中复苏”。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

朗西斯 ·柯林斯强调，目前没有数

据显示新型毒株相较于先前发现

的毒株可能引发更多重病。“看看

（奥密克戎毒株）在南非多地的传

播速度，我不认为它传染性更

强。”

世卫组织一份声明说：“初步

数据显示，南非（新冠）住院率在

上升，但这可能是由于感染总人数

上升，而不是感染奥密克戎这一毒

株的结果。”

声明说，目前没有发现奥密克

戎毒株感染症状与其他变异毒株

不同。世卫正加紧与卫生专家合

作，以研究这一毒株对现有防疫措

施和疫苗的潜在影响。最早通报的

病例中，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多为

年轻人且病情较轻，但要了解这一

毒株的严重程度，还需花费数日甚

至数周。

世卫表示，将加大对非洲国家

的支持力度，保障实验室有足够人

力和试剂，以全力推进基因测序工

作。另外，世卫将向南部非洲国家

就防控疫情提供监控、治疗、预防

感染等方面援助，以增强其应对疫

情的能力。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澳大利亚 29 日确诊又一例感

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冠病例，总理

斯科特 ·莫里森说，政府将研究是

否按计划于下月 1 日起向技术工

人和留学生“重开国门”。

澳大利亚北领地卫生部门当

天通报，确诊一例奥密克戎毒株感

染病例。先前，新南威尔士州确诊

两例感染这一新毒株的病例。两名

患者从非洲经卡塔尔于 27 日晚抵

达悉尼，均已接种新冠疫苗，无症

状，现已隔离。

按计划，澳大利亚 12 月 1 日

起将进一步放宽边境管控措施，允

许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技术

工人和海外留学生入境，届时无需

入境隔离。莫里森定于 29 日晚些

时候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评

估上述计划。联邦政府还将召集各

州、领地领导人会商防疫对策。

莫里森认为，就现在而言，对

外国旅客全面重启 14 天强制酒店

隔离政策“为时过早”，还需等待有

关奥密克戎毒株的更多信息。

澳政府已暂停来自 9 个非洲

国家的航班。卫生部长格雷格 ·亨

特说，一旦获知需要采取措施的医

学证据，澳大利亚将毫不迟疑采取

更多措施。

包括南非在内的多个国家上周

报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 26 日将这一毒株列

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为防范

这一新毒株传播，多国紧急取消航

班、限制旅客入境、升级防控措施。

澳大利亚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

过 20万例，死亡大约 2000 例。16

岁以上群体中，大约 87%完成新冠

疫苗全程接种。澳大利亚本月 8日

启动加强针接种。

日本本月 8 日起同样向留学

生和技能实习生“重开国门”，并把

短期商务旅客的入境隔离时间缩短

至 3天。由于担忧奥密克戎毒株传

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29 日宣布，

从 30 日起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

并对从相关国家回国的日本公民实

施严格隔离措施。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近日，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的

少数政客声称，将“外交抵制”北京

冬奥会。此举是他们自作多情、自我

炒作、哗众取宠，除了自欺欺人毫无

意义。

根据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和

奥运会惯例，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是应该国奥委会的邀

请，作为注册贵宾出席奥运会有关

活动。既然如此，他们所谓的“抵

制”从何而来？显而易见，这完全

是这些政客自编自导自演的又一

出闹剧。

鉴于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并不适合大规模

邀请外宾来华活动，对此稍有常

识和理智的人都能够理解。既然

并没有收到邀请，个别西方国家

的政客，强行给自己加的是什么

戏呢？

冬奥会，顾名思义，是全球冬奥

运动健儿的盛会，运动员才是主角。

与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反华政客是

否出席有何关系？北京冬奥会的成

功，会体现在全球奥运健儿的精彩

表现和对奥运精神的发扬光大上。

某些西方政客少掺和、不添乱，冬奥

会才会更精彩。

在此，我们要奉劝这些自作多

情的政客歇歇吧。出于自身政治私

利，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只会亵渎

奥林匹克精神，损害奥林匹克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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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个别政客抵制冬奥纯属自作多情

美传染病专家福奇：

了解奥密克戎还得等两周

连续发现奥密克戎病例

澳大利亚或推迟“重开国门”

 [关注疫情]

11月 28 日，人们走在南非开普敦的一条商业街上。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28 日表示，南非未来几周内或将迎来第四

波新冠疫情，民众应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

世卫呼吁勿对南部非洲国家实施旅行禁令

据新华社报道

南非总统西里尔 ·拉马福萨

28 日说，南非正考虑强制疫苗接

种，以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引发

的第四波新冠疫情。

拉马福萨当晚发表电视讲话

说，过去一周，南非单日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增至此前一周的约三倍，

从约 500 例增至 1600 例，多数病

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如果新增

病例持续攀升，我们将在几周后甚

至更快迎来第四波疫情”。

拉马福萨说，政府与有关方面

正在讨论采取新的防疫措施，包括

要求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参加公共

活动、进入公共机构和某些职业场

所的人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他说，如果再不考虑强制疫苗

接种，南非“将继续受到新毒株的

侵害，新的疫情将不断暴发”。

据路透社报道，南非新冠疫苗

全程接种率只有 25%左右。作为非

洲最发达的国家，南非不缺新冠疫

苗，但受限于物流等后勤保障和部

分民众对疫苗的抵触情绪，接种率

比发达国家低不少。

非洲国家中，颁布强制接种疫

苗令的不多。肯尼亚政府上周宣布，

民众获取公共服务前，必须出示新冠

疫苗接种证明。赞比亚要求所有公职

人员接种新冠疫苗，要求所有进入政

府机构的人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南非考虑对部分人强制接种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