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一种新型

冠 状 病 毒

（MERS-CoV）

引起的病毒性呼

吸道疾病。 冠状

病毒是一组能够

导致人类和动物

发病的病毒，常

能够引起人类发

生从普通感冒到

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SARS）的

多种疾病。

中 东 呼 吸

综合征典型病

例常呈现发热、

咳嗽和气短等症

状， 在检查中经

常发现肺炎表

现。胃肠道症状，

如腹泻等也有报

道。部分人感染

病毒后并不会

出现症状。

据新华社

世卫组织此前通报说，感染中东

呼吸综合征的早期症状与其他呼吸

道感染一样，不具有特殊性，因此无

法早期确诊，目前各国也没有找到针

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特效药物和疫

苗。因此，预防和控制这种病毒的传

播尤为重要。

与面对“非典”一样，医疗机构是

防控重点。世卫组织建议，医生、护士

在治疗或护理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

的病人时， 除采用标准防护措施外还

应加强防范手段， 以避免沾染患者的

飞沫。 在面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或

确诊患者时， 医护人员应另外采取接

触防护和眼部防护措施。 由于在检查

或治疗这类患者时， 往往会产生一些

液态或固态微粒悬浮在空气中， 因此

要采用戴特殊口罩等空气防护措施。

对于普通人， 世卫组织建议，糖

尿病、肾衰竭、慢性肺病患者和免疫

力弱者更容易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

这类人员在到访可能有病毒流行的

农场、市场或者牲口圈舍时，应当避

免与动物密切接触，尤其是骆驼。

目前，这种病毒的人际传染能力

并不强，只有与患者密切接触才可能

通过飞沫、体液等传染。

据新华社

部分科学家认为，

骆驼可能是MERS的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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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MERS从中东到东亚

韩国超级传染者感染14人

韩国保健福祉部5月31日发表通报称， 当天又有2人被确认感染了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至此， 韩国的

MERS患者人数增加至15人。韩国保健福祉部还就对MERS患者管理不善表示道歉。该部长官文亨杓表示，中国政府

对于进入中国的一名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迅速采取适当措施，韩方对此表示感谢。

MERS原本是一种发源于中东地区的冠状病毒，一般被认为是由骆驼传染给人，其致死率远比2003年爆发的“非

典”高得多。这种病毒是如何传染到韩国的？为什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韩国MERS患者

为何能溜出国门

5

月

26

日进入广东省惠州市的一名韩国人已

被确诊为中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

这位曾在韩国密切接触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并

已出现发烧症状者，是怎样脱离韩方监控来华的

呢？这一疑问在韩国社会引发强烈关注。

当这名患者在广东惠州被隔离治疗后，便有

韩国媒体指责这一男子强行出国将病情扩散到

中国极不负责任。这名患者的妻子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解释说，她丈夫的工作十分繁忙，是在迫不

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差。

韩国保健福祉部发言人在

5

月

28

日的通报中

承认，在初期流行病学调查中并未将该男子列入

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并进行隔离观察。但韩

方同时认为，该男子刻意隐瞒“密切接触”经过，

导致事态扩大。

这名发言人解释说， 在初期流行病学调查中，

这名男子并未说明其在

5

月

16

日探望过后来被证

实患有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父亲。他在

5

月

19

日开始

发烧后和

5

月

22

日在某医院急诊室接受治疗时，并

未向医生说明自己曾密切接触过确诊患者，并且是

确诊患者的家属。事实上，其父亲在

5

月

20

日就已

被确诊为韩国第三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

5

月

25

日这名男子第二次接受治疗时仍然否

认其父亲为确诊患者，而且也未听从医生劝其取消

出差计划的建议。与此同时，当事医生

5

月

25

日了

解到该男子有中东呼吸综合征密切接触史后也未

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一直拖延到该男子出国后的

5

月

27

日才向其所在地区保健部门报告。 据新华社

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2012年6月13日，沙特阿拉伯吉

达的一名60岁男子因为发烧、 咳嗽

和气短入院。 入院时他已经发烧7

天。11天之后，他因为进展性呼吸和

肾衰竭而死亡。 科学家在他身上发

现了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冠状病

毒， 将之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MERS）。

从2012年夏天开始，MERS病

毒就开始在中东地区肆虐， 到2014

年5月一共有661名感染者被发现，

其中205名患者不治身亡。目前全球

并无有效抗击MERS的特效药。一

部分科学家认为， 骆驼可能是这种

病毒的寄主。

由于MERS主要发生在中东地

区， 没有对韩国构成实质性威胁，韩

国政府一直把对MERS病毒的警戒

设定在“关心”阶段。据韩国媒体报

道，虽然去年从中东飞往韩国的入境

人数达到了50万之多， 而真正把

MERS病毒带回韩国的是一名68岁

的韩国男性A某。不久前，A某到巴林、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以及卡塔尔这4

个中东国家进行考察。 考察期间，他

很有可能在农场等地方接触过骆驼。

在去往中东之前，他并没有被韩国有

关部门告知 “不要在当地接触骆

驼”，也没有任何关于MERS的概念。

回国之后，A某开始出现发烧、

咳嗽等症状。最开始，他以为是一般

感冒，并没有对此产生警觉。直到病

情越来越重，A某才于5月15日到京

畿道的P医院就诊， 但并没有任何

好转。 直到被转了4次院，A某最后

才得知自己感染了MERS。

MERS

从中东到韩国

从有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

来看，一般每名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

二次传染的人数仅为0.7人， 和非典

（每名患者可二次传染2~3人） 相比

传染力较低。 但A某的情况却与此不

同， 截至5月31日，A某一共传染了14

人。目前，对超级传播者的界定还没

有一个明确标准。非典流行时，专家

们认为将病毒传播给8人以上就应被

归类为超级传播者。按照该标准，A某

属于超级传播者。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

疾病管理本部并没有认识到MERS的

高传染性，5月21日还发表声明称：

“只有和患者在2米以内的距离接触1

小时以上才会被传染。”然而，韩国的

一些传染病专家警告说：“当A某出现

由MERS引发的肺炎症状时， 他就成

为一个超级传染源，即便是在他的唾

液里，都含有大量的MERS病毒。”

据韩国媒体报道，A某的妻子是

第一个被他传染的人，然后依次是跟

他在P医院同住一间病房的老年人C

某， 在该病房停留过数小时的C某的

女儿D某。其中，D某曾经要求韩国疾

病管理本部对自己实施隔离治疗，但

被认为没有达到条件而遭拒绝。

第5个被传染的是P医院的一名50

多岁的医生，他因为给A某看了5分多钟

的病而被传染。当时他并不知道A感染

了MERS。P医院一名在检查室跟A某有

过短暂接触的病人成为第7个被传染

者。第8个被传染的是给A某治疗过的另

一家医院的医生。此外，其他被传染的

人都是跟A某同住一层楼的病人或是

在转院过程中跟他有过接触的病人。

韩国

从1扩大到15

韩国首尔大学方志焕教授表

示：“MERS病毒本身就经常变化，

所以遗传变异的可能性是无法排

除的。”也就是说，可能是发生变

异后变成了“更加厉害的病毒”。

MERS在中东的致死率为

40%， 是过去新型感染病中致死

率较高的禽流感(AI)、重症急性

呼吸综合征（SARS）的四倍。但

是，虽然韩国已经有15人感染，但

目前还没有出现死亡病例报告。

一般情况下， 病毒的传染性与致

死率是呈反比的。 新型禽流感虽

然传染性很强， 但致死率只有

0.03%。虽然MERS在中东的传染

性很低、致死率很高，但在韩国却

呈现低致死率、高传染性的特征。

首尔大学吴明燉教授表示：“韩

国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病毒主

要传染给了免疫力弱的医病患

者，所以传染性比较高。”

据韩国媒体报道， 截至目前，

韩国还没有发生三次感染的情况，

所有患者均被首例患者感染。韩卫

生当局认为， 接下来的一周是

MERS防控的最关键时期。首例患

者于5月20日被隔离， 而中东呼吸

综合征的最长潜伏期为两周，因此

6月3日之后不会再有两次感染的

病例。这一周过后，感染者增加势

头会大大减弱。 但也有意见认为，

由于个别病例脱离了卫生当局的

控制范围，且部分密切接触者有可

能“漏网”，如果发生三次感染的

话，扩散速度反而会加快。

综合参考消息、环球时报

不同

病毒发生了变异？

相关链接

中东呼吸综合征如何预防

误送炭疽

美防长致歉韩国

韩国国防部官员5月30日说，正

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会议的美国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已经向韩国

致歉， 承诺将防止活性炭疽杆菌误

送事件再次发生。

美国国防部先前承认， 军方研

究所因“工作疏忽”误将仍具活性

的炭疽杆菌样本外送， 美韩澳三国

的24家实验室据信接收过疑似活性

炭疽杆菌样本。

必须担责

活性炭疽杆菌被送至韩国乌山空

军基地。美国军方称，基地内22名军人

和文职人员可能接触到活性炭疽杆菌

样本，但无人出现感染迹象，误送事件

也没有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30日在

新加坡会见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

求， 美方误送炭疽杆菌样本一事被

临时列为防长会紧急议题。

韩联社援引韩国国防部官员的

话报道：“卡特向韩国国防部长官

韩民求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歉意，

誓言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

这名官员说， 美方已经展开调

查，卡特承诺将尽快与韩国“分享

调查结果”。

另外，卡特告诉韩民求，美方一

定严肃对待， 误送活性炭疽杆菌的

人员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波及更广

美国国防部5月29日已经下令，

要求由国防部负责采购、 技术和后

勤的副部长弗兰克·肯德尔牵头，对

军方实验室灭活炭疽杆菌的操作过

程展开全面审查。

美国国防部5月29日说，炭疽杆

菌误送事件波及范围比先前通报更

广，涉及全美11个州和韩国、澳大利

亚的24家实验室， 先前通报仅为全

美9个州以及韩国乌山空军基地的

至少18家实验室。

据新华社

俄战机黑海驱离美舰

俄罗斯媒体5月30日报道， 俄黑

海舰队一架苏—24型战机紧急升空，

抵近在黑海海域做出“挑衅性”举动

的美军“罗斯”号驱逐舰，将其驱离。

针对俄方做法， 美国国防部作

出回应，否认美方舰船有任何“不

寻常行为”。

美舰挑衅？

俄罗斯新闻社当天援引一名驻

扎在克里米亚的俄军匿名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美国海军“罗斯”号导弹

驱逐舰从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

察出海后驶向俄罗斯水域， 其间做

出“具有挑衅性和侵略性的”举动。

“舰上人员有挑衅性和侵略性

举动， 这引发监测站人员和黑海舰

队舰只担忧，” 这名消息人士说，

“一架苏-24战机（升空后），向美

方舰上人员传递出准备好以强硬手

段制止其侵犯边境、 保护本国利益

的信息。”

按俄新社的说法， 美军驱逐舰

随后紧急改变航向， 向黑海东部海

域驶去。

不过， 这名消息人士没有说明

这架战机当时是否携带武器弹药。

角力不断

这起驱离事件发生后， 美国国

防部发言人艾琳·莱内斯回应称，

“罗斯”号驱逐舰当时“一直在公

海海域航行，执行例行任务”。

“美国海军依据国际法在黑海

执行例行任务，”莱内斯说，美军先

前也就派遣“罗斯”号前往黑海海

域作过公开说明。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这并非

俄美两国军队首次角力。 去年4月，

俄军一架没有武装的苏—24战机在

靠近罗马尼亚的公海海域12次抵近

美军“唐纳德·库克”号导弹驱逐舰

飞行，时长约90分钟。

今 年 4 月 7 日 ， 一 架 美 国

RC-135U侦察机在波罗的海国际空

域执行常规飞行任务时遭俄苏-27

战机以“危险距离”拦截。按俄国防

部发言人的说法，当时防空值勤部门

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向俄边境移动，随

即派出战机飞赴不明目标方向。在对

方飞机关闭应答器的情况下，战机完

成数次观察飞行，确定其为美国空军

RC-135U侦察机。之后，美国侦察机

改变航向飞离俄罗斯边境。美国媒体

报道称，俄战机与美侦察机的最近距

离只有6米，危及美国飞行员的安全。

随后，美方就此事经外交渠道向俄方

提出抗议，称俄战机这一行为“危险

且不专业”。

据新华社

印度总理致信公务员：一起练瑜伽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是瑜伽

爱好者，并称这项运动是使他“多工

作、少睡觉”的秘诀。法新社29日报

道，莫迪已向公务员发出信函，呼吁

他们多练瑜伽，并邀请他们加入3.5万

人共同练瑜伽的庆祝活动。

印度瑜伽部向公务员下发光盘

印度政府一名高官说，许多高级

公务员都已收到“邀请函”。信中写

道，莫迪将在6月举行“国际瑜伽日”

庆祝活动。届时，莫迪本人将率多达

3.5万人的 “瑜伽大军” 共同练习瑜

伽，他希望公务员能参与其中。

印度瑜伽部已向公务员下发瑜伽

光盘和练习指南， 让他们事先练习动

作，以便在庆祝日当天有完美表现。

这名高官说：“这项展示活动时

长35分钟， 将由总理本人亲自领衔。

如果公务员按照光盘和指南每天练

习15至20分钟，他们在庆祝活动当天

表现绝对没问题。这将是一次美妙的

经历，对他们自己身体也有好处。”

莫迪去年5月就任总理后， 发布

一系列措施整治公务员队伍，以改变

他们懒散、效率低下以及办事手续繁

复的状态。其中，他宣布取消公务员

过长的午休时间，并撤销公务员在高

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资格。

首个国际瑜伽日 总理亲示范

印度下月举行的这项瑜伽展示活

动是为庆祝首个“国际瑜伽日”。除印

度本土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00多

个国家也将同步举行庆祝活动。

莫迪是瑜伽的 “超级粉丝”。他

每天练习瑜伽，并称这是他睡很短时

间就可以精力旺盛的秘诀。

设立“国际瑜伽日”的提议来自莫

迪本人。去年9月，莫迪首次在联合国大

会发表演讲就呼吁设立这一特殊日子。

他表示，人们通过瑜伽可以“感受到自

己、世界与自然合一”。去年12月，联合国

正式宣布每年6月21日为国际瑜伽日。

印度政府官员介绍，莫迪将在国

际瑜伽日庆祝活动上在公众面前演

示瑜伽，包括各种动作和呼吸技巧。

鉴于现场人数庞大，警方目前正

在起草安保计划，以防发生踩踏等意

外事件。

印度政府官员说， 定于6月21日

举行的庆祝活动将在早晨7时开始。

选在这一时间可能是为避开中午时

分的酷热天气。

据新华社

制图 邬艺

印度总理莫迪在练习瑜伽

5

月

30

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佩戴口罩的乘客排队等候办理登机手续 新华社发

同步播报

广东首例患者

密切接触者

13人失联

广东省卫生计

生委5月31日通报，

5月29日发布的确

诊病例目前病情加

重， 其密切接触者

已追踪至64人，但

仍有13人“失联”。

通报称， 通过

卫生计生和公安等

部门核查， 确认该

省应追踪的密切接

触者共77人。 全省

已追踪64人， 全部

采取集中方式隔离

观察， 暂无人出现

不适。 尚未取得联

系的13人， 其中乘

坐永安东巴士乘客

11人， 香港通报可

能进入该省的同航

班乘客2人。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