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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潜伏期为2到21天，如
何及早发现是关键。因此全球各国都
在研发快速检测法。中国在这方面表
现突出。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副司
长王辰日前表示，“我们已经具备了对

埃博拉病毒进行及时检测的诊断试剂
研发能力”。“在抗体技术上，中国前期
也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元性抗体的制备
能力，包括已经掌握了埃博拉病毒的抗
体基因，启动抗体的生产程序不会需要
太长的时间”。

事实上，中国在诊断试剂方面和
抗体技术方面对埃博拉病毒是有备而
来的。中国目前约有 9个课题、10个
国家级研究单位在从事埃博拉病毒
研究，包括检测方法、诊断试剂开
发、疫苗和药物等。中国疾控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院士
说：“这为我国应对埃博拉疫情提供
了很好的技术支持，现在有很多试
剂已经研发，很多方法和诊断试剂
的技术储备可随时提供我国疾控部
门应用。”

致死率高的埃博拉病毒其实不易传
播。卫生专家多次强调，该病毒无法通
过水、空气或食物传播，没有症状的人也
不会传播，传染途径只有病人或死者的
体液和被污染的针头等工具。因此，只
要从被检测者中找出患者并将他们隔
离，便有助控制疫情。

在这方面，欧盟的“欧洲移动实验
室”在此次反击埃博拉战斗中发挥巨
大作用。第一个“移动实验室”已于
今年 3 月被派往几内亚的盖凯杜疫
区，目前已开展约 1100 次检测，其中
超过 400 次检测结果为阳性。要知
道，目前全球总共发现不到两千例埃

博拉出血热确诊或疑似病例，“移动
实验室”在确诊病例方面作出了重要
贡献。

本月，欧盟还将设置第二个“移动实
验室”，它有可能被运往塞拉利昂。

欧盟的这种“移动实验室”一直就
是为应对突发疫情而设计的。其检测

范围覆盖全球多种威胁巨大的病毒。
埃博拉疫情使其有了发挥作用的实战
机会。从实战中不断总结埃博拉病毒
特点，获得最新数据，有助完善其诊断
水平。而“移动”的特点，使该实验室
可以奔赴许多疫区，提高发现患者的
效率。

两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患者已
率先接受试验性新药治疗，他们原本病
情严重，但在使用名为ZMapp的药物治
疗后病情开始好转，其中第一个接受治
疗的人甚至可以独立行走，这让医学界

看到了遏制埃博拉病毒的希望。尽管最
终疗效还有待观察，但至少说明人类有
希望战胜这种“大杀伤力”病毒。

在这两名美国患者开始服用试验性
药物之前，没有任何埃博拉药物或疫苗

经过深入的临床试验，更不用说得到医
疗管理机构认证并上市。

从公开的研究资料看，全球范围内，
相关药物最多也就是在猴子或部分健康
人身上开展过初步测试。目前已知的只

有两种埃博拉药物和一种疫苗在猴子身
上测试后呈现不错效果。研制这些产品
的共有3家公司，其中两家在美国，一家
在加拿大，它们都曾接受美国卫生部门
的资助。 （新华社8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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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基加利8月10日电
（记者杨孟曦）卢旺达卫生部10日
发表声明说，一名疑似埃博拉病毒
感染者已在首都基加利市的费萨尔
国王医院隔离，这是自西非国家暴
发埃博拉疫情以来卢旺达出现的首
例埃博拉疑似病例。

卫生部的声明说，这名疑似患
者是一名来自欧洲的医学专业学生，
目前从这名疑似患者提取的样本已
被送往一个国际认可的实验室检测，
将在48小时内拿到检测结果。

卢旺达隔离
首例疑似患者

新华社东京8月11日电（记者
蓝建中）西非埃博拉疫情严峻，但目前
尚无针对埃博拉病毒的获批药物和疫
苗。日本富山化学工业公司日前表
示，其研制的法匹拉韦（favipiravir）
能有效阻止细胞内的病毒增殖，在对
抗埃博拉病毒方面很可能具有一定的
疗效。

据《北日本新闻》报道，法匹拉韦
是一种流感治疗药物，但它具有与很
多抗流感药物不同的作用机制。达菲
等药物是通过阻止增殖的病毒钻到细
胞外来防止感染加重，而法匹拉韦是
通过阻碍细胞内的基因复制，从而遏
制病毒本身的增殖。

富山化学工业公司的研究者说，
由于流感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类似，都
是RNA病毒，所以法匹拉韦有可能

阻碍埃博拉病毒在细胞内增殖，从而
遏制感染。

法匹拉韦作为新型抗流感药于今
年3月获批在日本制造销售，商品名
是Avigan。在美国，富山化学工业
公司于2007年申请对该药进行临床
试验，以确认其作为抗流感药物的疗
效。目前，这一临床试验已进入最终
阶段。

《北日本新闻》的报道说，由于目
前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美国卫生部
门正准备加速审批是否用法匹拉韦开
展抗埃博拉病毒临床试验。

目前，世界上还有其他个别药物
被认为有望用于治疗埃博拉出血热。
由于法匹拉韦在日本已批准上市，所
以其批量生产的时间在这些“希望药
物”中可能最早。

日企表示

治流感药法匹拉韦或可对抗埃博拉

世卫组织宣布“全球警戒”
美国拉响最高防疫警报

““反攻反攻””埃博拉埃博拉
中国驰援西非中国驰援西非

8月11日，工作人员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机
场卸载中国援助的人道主
义物资。

当地时间 11日上午
12时 25分，承载中国紧
急人道主义援助几内亚、
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国
物资的专机抵达几内亚首
都科纳克里。

新华社发（尤素福摄）

抗击埃博拉病毒

中国物资
运抵非洲

世界卫生组织 8日在日内瓦宣
布，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同一天，在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一架波音747—400
货机整装待发，两天后它将飞往埃博
拉疫情最严重的西非三国，将80余
吨中国医疗物资送给那里最需要帮
助的人。

在“地球村”的世界里，人们从互通
互融中获得便利，也必须面对出现的种
种挑战。此次埃博拉疫情，“严重且反
常”，全球携手应对乃当务之急，而作为
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中国责无旁贷。

中国物资应急需

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西非诸国，摆

脱长期冲突不久，公共卫生系统的脆
弱加剧了疫情蔓延。继4月向几内
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
四国各提供100万元人民币防控救治
物资后，中国政府本月7日宣布再向
其中三国提供总价值3000万元人民
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中国所
援物资，如医用防护服、监护仪、喷雾
器及相关药品，皆是当地紧缺之物，且
力争第一时间送达，充分体现中国政
府积极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供援助的
诚意。

中国医生守一线

中国驻几内亚医疗队所在的中几
友好医院接诊了几内亚境内的首位埃

博拉患者。尽管该医院的9名医护人
员受到了感染，其中6人已经去世，中
国医疗队队员仍坚守岗位，不离不
弃。在中国援利比里亚医疗队所在的
利比里亚首都医院，埃及与美国的医
生都已全部撤离，而中国医疗队队员
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仍在坚持接
诊。埃博拉肆虐至今，中国医生的坚
守为深受疾疫之苦的当地百姓筑起了
一道疫情“防波堤”。

中国经验可借鉴

从“非典”出现到应对H7N9 禽
流感，中国通过了一次次的疫情“大
考”，积累了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的丰富经验。此次埃博拉疫情，中

国在严防疫情进入同时，也愿与他
国分享抗疫经验。世卫组织助理总
干事福田敬二认为，中国在公共卫
生领域投入巨大，在疾病监控监测、
信息传递等方面的投入收到显著红
利，最终促成对H7N9禽流感疫情的
快速全面反应，这是可适用于世界
的经验。

“予人玫瑰，手留余香。”中国从世
界的发展中汲取进步的动力，也乐于
在他国遭遇困难之时回馈温暖、贡献
力量。在人类共同抗击灾难的斗争
中，中国贡献受到世界瞩目。

全球化的疫情，需要全世界的共
同应对，阻击埃博拉，中国在行动。

记者 郝薇薇
（据新华社电）

阻击埃博拉 中国在行动

目前，在西非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疫
情已造成约 1000 人死亡，1800 人感
染。面对严峻的疫情，利比里亚政府
10日表示，利比里亚的卫生医疗系统
已濒临崩溃。目前，疫情已经影响到了
利比里亚人口最密集的区域。

8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
示，值此艰难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同
三国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愿向三国紧
急援助一批传染病防治物资，支持三国
抗击疫情。

新华社哈拉雷 8 月 11 日电
（记者许林贵 王悦）津巴布韦卫生
和儿童福利部长戴维·帕里雷尼亚
图瓦11日表示，为严防埃博拉病毒
入境，津卫生部已与机场方面展开
合作，对来自疫区的入境人员进行
为期21天的跟踪筛查。

帕里雷尼亚图瓦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跟踪筛查在哈拉雷、
布拉瓦约和瀑布城的三个国际机场
进行，入境旅客被要求说明最近是否
去过埃博拉疫区。卫生部门工作人
员将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一旦发
现有疑似症状，患者将被隔离。

帕里雷尼亚图瓦说，津巴布韦
目前尚未发现埃博拉确诊病例，
但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现在跨
国人员流动频繁，尽管津巴布韦
与疫区相隔较远，但随时可能发
生病毒入境。

在此次西非埃博拉疫情中，已
发现确诊病例的国家包括几内亚、
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津
巴布韦与上述4国均未开通直航。

津巴布韦追踪
疫区入境人员

新华社雅温得8月11日电（记
者黄亚男）喀麦隆卫生部长安德烈·
马马·富达11日表示，喀麦隆目前
还没有发现任何埃博拉疑似病例。

此前有传言称，喀麦隆经济首都
杜阿拉、北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各有一
例疑似埃博拉病例。富达在接受喀
麦隆电视台采访时否认了这种传言。

喀麦隆国家电视台引述富达的
话说：“大家传播消息时要负责任，
不要破坏喀麦隆的平静。”他呼吁民
众在对埃博拉保持警惕的同时，不
要产生恐惧心理。

富达8日宣布了喀麦隆政府将
采取的一系列预防措施，包括在所
有地区加强监督和检查，特别是在
边境、机场和港口等出入境口岸。

喀麦隆否认
出现疑似病例

美国警方说，密苏里州小城弗格森一名非洲裔
少年被警察打死引发抗议。抗议活动10日晚升级
为骚乱，导致一些车辆和店铺被砸。目前尚无人员
伤亡报告。

警方说，这名少年名为迈克尔·布朗，现年18
岁，在警车中与一名警官争夺手枪时被打死。目前
尚不清楚布朗当时为何在警车中。双方争抢中，手
枪至少发射出一枚子弹。那名警官随后向布朗开枪
数下，而后离开案发地。

圣路易斯县警长乔恩·贝尔马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那名警官有6年警龄，现已调离岗位。

这起事件在当地引发抗议。一些人走上街头，
高喊口号，呼吁把那名警官绳之以法。

随着夜幕降临，抗议活动10日晚升级为骚乱。
当地电视台报道，一些暴徒打砸商店和车辆，并砸碎
一辆新闻转播车的玻璃。

布朗的母亲说，她儿子是个好孩子，正准备上大
学。案发时，他去弗格森看望祖母。“他没给任何人添
麻烦，”她说，“他们告诉我孩子挨了多少枪——8枪。”

美国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圣路易斯县
分会说，将提请美国联邦调查局前来进一步调查此
案。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非裔少年
在警车中被射杀

阿联酋航空一架载有36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的航班10日在降落过程中发动机起火，在美国波
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紧急降落，火很快被扑灭。这
架波音777－300型客机由阿联酋迪拜飞往波士
顿。航空公司发言人称，机上所有成员安全。

（新华社微特稿）

阿联酋航班
空中起火迫降

8月11日，在德国柏林沙里泰医院传染病人隔离
区，医生在消毒室清洗防护服。

德国好几家医院已配备了应对埃博拉感染患者的
治疗设备。 新华社/路透

全副武装
应对埃博拉

新华社曼谷8月11日电（记者常天童 张春
晓）据泰国媒体报道，在结束赴欧美度假旅程后，前
总理英拉于10日晚乘飞机回到泰国，打消了有关她
要逃亡海外的传言。回国后，英拉将面对包括渎职
案在内的多起案件调查。

据《民意报》网站报道，英拉能否如期回国在泰
国备受关注。当地时间10日晚10时左右，英拉乘
坐私人飞机抵达曼谷廊曼机场，但她并未出现在等
候在机场的公众和媒体视野内。

7月24日凌晨，英拉在获执政军方批准后，与
自己的儿子一起离开泰国，前往欧洲休假。期间，社
交媒体上出现英拉与她的哥哥、流亡海外的前总理
他信在法国见面以及参加他信生日宴会的照片。此
后，英拉一直与家人在欧美国家休假。

此前很多泰国媒体猜测英拉会延期回国，甚至
效仿他信流亡海外。对此，英拉的律师10日回应
说，即便英拉目前官司缠身，她也没有必要逃往海外
寻求政治庇护。针对英拉的案件目前仍处调查阶
段，她和她的律师团队还有时间进行抗争和辩护。

英拉守诺如期回国

乌克兰政府军9日至10日在东部地区与民间
武装激战，顿涅茨克市郊不断传出枪炮声。

顿涅茨克市议会说，一枚炮弹10日晚击中城市
西郊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致一名囚犯死亡、3人重
伤，超过100人趁机越狱。

“（炮火引发）一场骚乱，”市议会在一份声明中
说，“106人逃离监狱。”

监狱一名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截至11日早
晨，部分越狱囚犯自行返回，但仍有40人下落不明，
据信躲藏在监狱附近的建筑内。

另外，顿涅茨克市内多座发电站11日遭政府军
攻击，受损状况不明。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顿涅茨克逾百名囚犯
趁乱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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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安卡拉8月11日电（记者郑金发 李
铭）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11日宣布，根据最新统
计结果，现任总理、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主
席埃尔多安在10日举行的首次总统直选中获胜，将
成为土耳其第12届总统。

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表示，埃尔多安获得超
过半数的选票，得票率为51.79％。该委员会说，有
约5569万人注册参加投票，实际投票人数为4128
万人，占注册总人数的74.12％。

土耳其10日举行总统选举投票，这是土耳其首
次举行总统直选。土耳其由议会选举总统改为全民
直选后，总统任期也由7年减为5年，但可连任一届。

埃尔多安
在土总统直选中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