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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新阶段

埃博拉病例数破万

进入进入

世界卫生组织25日表示，西非埃博拉疫情病例数量已突破1
万关口，在距几内亚今年3月首次报告病例仅半年之后，埃博拉病
毒不但肆虐西非，更登陆欧美。当前，各国更需严防病毒进一步

“走出西非”，向全球蔓延。
截至目前，中国尚未报告发现埃博拉确诊病例。中国的重点

还在入境筛查，严防输入型病例。中国政府9月初就发布公告，将
埃博拉出血热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检疫传染病，是指鼠疫、霍
乱、黄热病以及国务院确定和公布的其他传染病”。埃博拉被纳
入检疫传染病管理后，在中国国境口岸采取的防控措施就会升
级。

根据世卫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布的西非埃博拉
疫情分析与预测报告，在尚无有效治疗药物及疫苗的情况
下，已有许多患者最终康复，考虑到埃博拉患者出现症状时
流失大量体液，医治的关键在于及早治疗与补充患者体内
水分。

在疫情恶化、病毒迅速蔓延的当下，疫苗的研发和测试工
作均在提速。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与美国合作开发的
cAd3－ZEBOV以及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研发的rVSV－
ZEBOV两种疫苗被视为有前景的埃博拉疫苗。

据悉，两种疫苗的第一阶段临床试验已在美国、英国和马
里启动，今年12月可获初步结果。瑞士、德国、肯尼亚与加蓬
也将启动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试验。此外，其他5种试验
性疫苗也将于明年春季开始临床试验。

世卫助理总干事玛丽－波勒·基尼表示，如果初步临床试
验结果符合预期，处于抗埃前线的西非医护人员及其他高风
险人群最早将于今年12月获得疫苗接种。疫苗生产方承诺
将提升疫苗生产能力，确保明年有足够疫苗试剂可用，并做好
明年上半年数万剂疫苗投入使用的准备。

基尼说：“疫苗并不是魔术子弹，但疫苗投入使用可能将
是扭转疫情努力中的重要部分。”西非疫情重灾区民众也应有
理由相信，一旦疫苗安全性及有效性得以证实，疫苗供应及疫
苗接种工作得以开展，摆脱埃博拉阴霾或许并不遥远。

新华社记者 张淼
（新华社日内瓦10月25日电）

救命疫苗指日可待

入境申报

那么具体到个人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从国外入境，有以下情况之
一者，在入境时请主动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报：

一、来自疫情发生国家或21天内去过疫情发生国家；
二、近21天内接触过埃博拉出血热病人、疑似病人以及感染动

物；
三、入境时有发热、乏力、头痛、咽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皮

疹、结膜充血等症状。
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为例，在重点疫情航班检疫查验专区，要经过

信息登记、体温监测、体温确认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一系列程序。
如果具备21天内疫区旅行史，且体温超过37.3摄氏度，按照中国

制定的防控标准，就被视为“埃博拉留观病例”，需要转运至定点医疗
机构观察。

即便未被留观的人员，也要每日做好体温监测等健康监护。一旦
出现上述症状，要及时就诊，并主动向医疗卫生机构说明近期旅行史，
以便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

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一般最长为21天，潜伏期内不会传染，只有
显现出症状后才具有传染性。

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患者的血液、分泌物或其他体液传播。譬
如，接触者如果皮肤有伤口或用受污染的手触碰眼睛或鼻子就有可能
感染病毒。

就医诊治

万一近期从国外返回后发现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该如何就医诊治
呢？

首先要提醒的是，一旦发现疑似症状，及早就医可大幅提高存活
率。这次埃博拉疫情的死亡率大约为50％。但这一数字的背后是，

西非重灾区缺医少药，而且很多人就医晚甚至不就医，耽误了治疗；而
在欧美国家报告的病例中，受感染者的死亡率就低得多。

现在全球仅有几种针对埃博拉的试验性药物，都没有经过严格的
人体临床试验。欧美患者中，有的使用了试验性药物或输血疗法，有
的根本没用任何试验性药物。

欧美治疗不同埃博拉患者的多位医生都强调，治疗关键是强有
力的支持性治疗，比如给病人补充含电解质的液体和进行抗凝血治
疗。基础的支持性治疗能够给予人体免疫系统足够时间来反击病
毒，这对患者最终击败埃博拉病毒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患
者接受治疗的早晚以及免疫系统早期的不同反应都会对存活率产
生影响。

成功治愈一名埃博拉患者的德国汉堡大学医院也介绍说，参与
救治的医生并没有使用试验性药物，而是实施了支持性重症治疗，包括
大量补充水分（前三天每天输液10升）、使用广谱抗生素和呼吸机。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西非之外，埃博拉如何防与治

【新华社微特稿】如果你有天赋，却因为无法承担昂贵学费
而不能到国际知名学府深造，该怎么办？收拾行囊，去德国
吧。下萨克森州本月中旬正式取消大学学费，成为德国最后一
个取消学费的联邦州。由此，不管你是本国学生还是外国学
生，只要有才，海德堡大学和慕尼黑理工大学等全球排名 100
位以内的知名德国学府将对你敞开大门。德国长期以来推崇
免费教育，仅 2006年开始征收学费。即使其每年 1300美元的
平均收费水平远低于美国和英国，征收学费仍在德国国内饱受
诟病，一些州随后陆续取消这一政策。下萨克森州一名负责教
育的官员说：“我们不想看到那种需要依赖于家长财富的高等
教育。” （徐超）

只要你有才 德国大学免费上

【新华社微特稿】俄罗斯26日起将实行永久冬令时，意味着俄罗
斯人不必再因一年两次的冬夏时制切换而打乱生活节奏。俄罗斯总
统普京7月签署一项法案，规定从10月26日凌晨2时起采用永久冬
令时制，时钟拨慢1小时。至此，莫斯科时间比协调世界时（UTC）快
4个小时变成快3个小时，与北京时差将由4小时变成5小时。同
时，俄罗斯原本的9个时区将增加至11个。这是俄罗斯自2011年
采取永久夏令时以来又一次重大时制变化。 （韩梁）

俄罗斯将使用永久冬令时
【新华社微特稿】人们通常认为情绪影响坐姿，比如心情低落时

可能会缩在椅子里。而《健康心理学》杂志最新一篇文章说，坐姿反
过来可以影响情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研究人员把74名实验对象
用带子固定在椅子上，随机让一些人保持笔直坐姿，让另一些人缩肩
塌背，不告诉他们实验真正目的，仅让他们想象自己正在求职，有5
分钟时间作自我陈述，表现最优者能获得商店优惠券。结果显示，坐
得直的人显得更有自信和活力、更能说、更多使用积极情绪的词语；
坐姿不端的实验对象则相反，表现得“更害怕、紧张、沉默、僵硬、消
极、迟钝、困倦、慵懒和更有戒备心”。研究人员认为，个中原因是肌
肉状态会影响人体激素和神经系统，进而影响情绪，因而“端坐可能
是抵御压力的一种简便易行的行为方法”。 （惠晓霜）

端坐有助减压

【新华社微特稿】都说多晒太阳帮助补钙。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南
安普敦大学一项联合研究显示，晒太阳还有助保持身材苗条。研究
人员通过老鼠实验发现，把过度喂食的实验鼠曝露在紫外线下后，不
仅体重增长放缓，与Ⅱ型糖尿病相关的重要指标，如血糖水平、胰岛素
抵抗指数等也没有出现异常。研究人员认为，机体适度曝露在紫外光
下有助皮肤释放出一氧化氮，它是新陈代谢中的重要物质，可减缓发
胖的速度和延缓Ⅱ型糖尿病的发病。研究报告发表在《糖尿病》杂志
上。不过，千万记得晒太阳要适度，不然还有皮肤癌等着你。 （乔颖）

晒太阳还能助减肥

【新华社微特稿】英国凯特王妃大婚时，作为伴娘的妹妹皮帕以
完美背影惊艳了英国民众。最近，这位健身爱好者接受采访，公开
健身秘诀。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试过减肥，平时也会吃巧克力、薯
片，喝红酒。不过，她坚信，只要适度、控制比例以及有规律健身，就
能拥有好身材。皮帕说，她每周会做三到五次攀爬、深蹲、墙面俯卧
撑和平板支撑等运动，每种动作一次坚持两分钟，中间休息30秒，四
个动作每次做大约30分钟。 （荆晶）

完美背影这样练就

新华社巴西利亚10月26日电（记者陈威华
赵焱）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于当地时间26日
8时（北京时间18时）开始，巴西全国26个州和
巴西利亚联邦区的9.6万个投票站陆续对选民
开放。

巴西最高选举法庭发布消息说，这次选举具
有投票资格的选民共有1.425亿。除选出新一任
总统和副总统外，选民们还将投票选出13个州的
州长及联邦区长，在第一轮选举中已选出州长的
州将仅对两名总统候选人进行投票。

根据25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进入第二轮
投票的两名候选人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迪尔
玛·罗塞夫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阿埃西奥·内韦斯
的支持率分别为53％和47％，巴西媒体称这是
1989年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总统选举。

在本月5日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罗塞
夫的得票率为42.6％，内韦斯得票率为33.6％。
根据选举法，由于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他们作为
得票率最高的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角逐。

巴西选举采取电子投票方式。选民只要在机
器上输入候选人编号即可按键投票，整个过程不
超过1分钟。投票将于当地时间26日下午17时
结束，选举结果当晚公布。

巴西总统选举
第二轮投票开始举行

新华社蒙得维的亚10月26日电（记者杨光）
南美国家乌拉圭26日开始大选投票，预计27日
将产生新的总统和议会成员等。

当地时间26日8时（北京时间18时），乌拉圭
全国6948个选举投票站接受选民投票。各投票
站将于当地时间19时30分关闭并进入计票阶
段，预计选举结果将于27日正式公布。

据悉，乌拉圭共有超过260万名登记选民参
加此次大选，将投票选出新一任总统、副总统、30
名参议员、99名众议员和全国19个省选举委员
会成员等。

据最新民意调查，乌执政党广泛阵线候选人、
前总统塔瓦雷·巴斯克斯占得先机，支持率达
44％。巴斯克斯在其上一个任期中拥有极高声
望，所推行的一系列税制、医疗改革为其赢得了广
泛的民意支持，直至卸任时其民意支持率仍高达
60％以上。乌最大反对党白党（民族党）候选人
拉卡列·波乌在民意调查中位居第二，支持率约
32％。年仅41岁的波乌是目前乌政坛的政治新
星，他利民的政治主张和亲民的政治形象为其赢
得了众多支持者。乌拉圭曾经的第一大党红党近
年来逐渐式微，其候选人佩德罗·博达贝里的民意
支持率仅为15％，恐难逃“陪选”命运。

乌拉圭大选投票开始

新华社哈博罗内10月26日电（记者吕天然）
博茨瓦纳首席法官马如平·迪波泰罗26日宣布，
博茨瓦纳执政的民主党在大选中赢得国民议会半
数以上席位，现任总统卡马赢得连任。

迪波泰罗当天通过国家电视台同时宣布，卡
马将于28日宣誓就职。

南部非洲国家博茨瓦纳24日举行大选，投票
选举57名国民议会成员和490名地方议会成
员。总统候选人所在政党获得超半数国民议会席
位即当选总统。

本次大选是博茨瓦纳自1966年独立以来举
行的第11次大选，博茨瓦纳民主党赢得此前所有
大选。在这次大选中，民主党的主要竞争对手为
民主改革联盟和博茨瓦纳大会党。

根据官方初步计票结果，民主党在新一届议
会中赢得34个席位，民主改革联盟和大会党分别
赢得14个和2个席位。

博茨瓦纳民主党
再次赢得大选

10月21日，在美国纽约，西奈山医疗系统的工作人员向医务人员讲解对埃博拉病人的护理与治疗。 新华社/法新

10月26日，在突尼斯艾尔亚奈，一名女子在
一处投票站投票后展示染色的手指。

突尼斯议会选举投票26日开始，选民将在约
1.3万名候选人中选出217人组成国民代表大会，
取代现有的制宪议会。 新华社/法新

10月26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名妇女在
一处投票站投票。

乌克兰议会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26日早8
时（北京时间14时）开始举行。 新华社/法新

10月25日，在英国伦敦展览中心，一名动漫爱好者装扮成电视
剧《汉尼拔》中的人物Stageman参加MCM动漫展。

MCM动漫展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动漫展之一，每年在英国伦
敦、伯明翰、米德兰兹等地巡回举办。本次MCM动漫展10月24日
在伦敦开展，将持续至26日。 新华社/路透

猜猜我是谁

突尼斯议会选举投票开始

乌克兰议会选举开始投票

【新华社微特稿】沙漠深度游就意味着刮一身沙子、睡低矮的帐
篷、吃罐装食品？阿曼旅游公司Hud Hud告诉你，沙漠游也能很奢
华！这家公司可以为游客量身定制旅游路线，将舒服的双人床、精
致的床品、大沙发和新鲜食材全部“搬”到沙漠里，就算你想吃寿司
也没问题！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这些设备都可以按照你的爱好

“移动”！为了保护环境、让客人体验原汁原味的沙漠风情，Hud
Hud在整个行程中都不会提供电力照明，而是使用蜡烛、油灯和篝
火。 （荆晶）

沙漠游也能很奢华

抗击埃博拉前线报告

特别提醒

世卫组织25日发布最新埃博拉疫情报告称，几内亚、
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美国、西班牙、马里以及尼日利亚与塞
内加尔累计出现埃博拉病毒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
10141例，死亡4922人。西非三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
利昂仍是疫情重灾区。

回顾疫情蔓延轨迹，几内亚西南边境盖凯杜和马森塔
行政区早于去年12月就发现了初始病例。今年3月，几内
亚卫生部门首次向世卫报告疫情时，病毒已从该国西南部偏
远地区扩散至首都科纳克里。进入5、6月后，几内亚疫情继
续恶化并扩散至邻国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边境地区。

自7月起，新增病例数量在西非这三国交界的边境地
区急剧蹿升，同时三国首都疫情堪忧。至此，史上规模最大
的埃博拉疫情面临超越以往的防控难度。

世卫专家认为，摆脱国内冲突不久的西非三国医疗卫
生系统脆弱加上高风险的传统丧葬习俗、边境人口流动频
繁等原因，最终促成疫情持续升级。

8月初，世卫宣布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当时累计病例数尚不足2000人，而在不到3
个月时间内已经攀升过万。

目前，美国、西班牙、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都报告
了零星的输入型病例或本土感染病例。

世卫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警告说，如果未来数
月内相应措施不能升级，疫情重灾区每周新增病例数量或
将在今年12月初达到5000例至1万例。

疫情蔓延超以往

全球全球

面对埃博拉病毒不但肆虐西非并登陆欧美，世卫对
疫情扩散的表态也悄然从“西非以外地区出现埃博拉可
能性不大”转为“非疫区出现埃博拉病例并不出人意
料”。

世卫日前召开埃博拉疫情紧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补
充最新防控建议：疫情重灾区西非三国以及全球其他国家
都应加强出入境检查，严防埃博拉向全球扩散。世卫此举
几乎等同于宣布埃博拉进入全球严防新阶段。

埃博拉病毒“走出西非”不可避免，但并不意味着病例
不可防御、疫情不可战胜。

本月17日和20日，塞内加尔与尼日利亚相继宣布本
国埃博拉疫情结束。世卫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随时做好应对准备、政府发挥领导作用
及提升处理疫情能力是从两国战胜疫情中获得的重要经
验。

世卫新闻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则表示：“考虑到
埃博拉病毒的宿主为动物，我们无法消灭此种病毒并阻止
其传染至人体，我们能做的就是快速应对，在疫情初始阶段
阻断传播。”

基于当前业已严峻的全球防疫形势，亚沙雷维奇表示，
世卫希望各国做好应对准备，保证应对措施、医护人员、具
备埃博拉病毒检测能力的实验室随时就位，各国应该严格
对任何入境的可能感染患者进行界定、检测、管理并实施接
触追踪调查。

“走出西非”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