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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病毒在美洲“爆炸式”传播
已有2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寨卡病例，预计该病毒或将感染300万至400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
胡浩）对于多个国家相继发生寨卡病
毒感染病例的情况，国家卫计委29日
表示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我国大陆尚
未发现病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组织专家研判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
冬春季，蚊媒密度较低，疫情传播扩散
的可能性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专家
研判认为，我国存在病例输入风险；目
前我国正处于冬春季，蚊媒密度较低，
即使出现输入病例，疫情传播扩散的
可能性也低。

国家卫计委表示，将从多方面做
好疫情防控：一是保持与世界卫生组
织等国际组织沟通，密切关注其他国
家或地区疫情情况。二是积极开展风
险评估工作，组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专家，及时研判疫情输入风险。
三是加强部门协作，向有关部门通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风险评估结
果，加强部门间信息沟通。四是参考
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疫情防控和病例
诊治进展，组织专家制定疫情防控、疾
病诊疗等方案。五是研制检测试剂，
加强重点地区病例监测和防控。六是
加强医务人员培训和健康教育工作。

国家卫计委：

我国存在寨卡
病例输入风险
疫情传播扩散可能性低

西非埃博拉的阴云尚未彻底散尽，
寨卡病毒又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敲响
警钟。这种可能影响孕妇并导致新生
儿畸形的病毒到底有多严重，是否会像
埃博拉病毒那样肆虐全球，甚至威胁中
国？权威组织和专家表示，寨卡不是埃
博拉那样的致死病毒，公众无需恐慌，
但需要借鉴埃博拉防治的经验教训，迅
速开展相关疫苗及治疗方法的研究。

寨卡病毒威胁多大？
对孕妇或计划怀孕的女性最危险

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梅尔介绍
说，寨卡病毒通过伊蚊叮咬传播，这种
蚊子还会传播登革热、基孔肯亚热病
和黄肝病；但相对于其他疾病，寨卡病
毒感染的症状相对温和。

美国白宫27日也强调说，埃博拉
是一种致死性疾病，而寨卡病毒对孕
妇或计划怀孕的女性最危险，对没有
怀孕的健康成年人“基本上是一种轻
度、非致死版本的登革热”，其常见症
状包括轻度发热、红疹与结膜炎等。

英国牛津大学下设的非盈利机构
“全球健康网络”已建立专门的寨卡病毒
信息交流网站。该网络总监、牛津大学
教授特鲁迪·朗表示，寨卡病毒与埃博拉
病毒有很大区别，主要因为目前没有证

据表明寨卡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寨卡病毒不会因为接触而传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
寨卡病毒目前出现在21个南美洲、10
个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国家和地区，巴
西是受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推迟怀孕”是否科学？
病毒或致新生儿小头症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最危险的是寨
卡病毒和新生儿小头症之间的联系，但
目前只能确定两者之间的间接联系。在
疫情最为严重的巴西，去年10月以来报
告了4180例疑似小头症患者，其中49
名患者死亡，而实验室中仅确诊8例小头
症患者或其母亲同时感染了寨卡病毒。

目前，哥伦比亚、牙买加和萨尔瓦
多都建议本国女性推迟怀孕计划，萨
尔瓦多政府甚至建议女性2018年前
都不要怀孕。

美国乔治敦大学高级研究员丹尼
尔·卢西是全球新兴传染病研究专家，
一直在跟踪寨卡病毒疫情。他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巴西、美国和欧
洲的科研人员还在寻找寨卡病毒导致
小头症等先天缺陷的科学证据，“现阶
段，我的确认为那些有很多寨卡病例的
国家有关暂缓怀孕的建议是合理的”。

巴西虽然没有建议孕妇暂缓怀
孕，但建议育龄妇女密切关注寨卡病
毒防治和小头症的最新信息。巴西卫

生部传染病监测部门主任克劳迪奥·
迈尔洛维奇告诉记者说，除了最重要
的防蚊措施，卫生部建议孕妇向医生
报告怀孕期间觉察到的任何变化。

亚洲有危险吗？
寨卡病毒有潜力成为主要的都

市流行病

乔治敦大学的卢西表示，目前还
很难预测寨卡病毒将来的走势，但这
种病毒可能在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更为
广泛地传播。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而言，
寨卡病毒并不陌生，它在东南亚一些国
家已经存在了好几年。1月19日，中国
台湾报告了一例寨卡病毒感染者，这名
男子来自泰国，而不是拉美。为此，台
湾卫生机构发布了针对东南亚6个国
家的寨卡病毒旅行警告，以及针对南美
洲和中美洲更高级别的旅行警告。

世卫组织介绍说，考虑到蚊子生
存和繁殖环境的扩张，同时受城市化
与全球化影响，寨卡病毒有潜力成为
主要的都市流行病。

牛津大学教授特鲁迪·朗表示，寨
卡疫情是一次重要的新发疫情，有必
要将此前应对埃博拉疫情获取的经验
运用到寨卡病毒的处理上，有必要将
相关研究嵌入全球对新兴疫情的反应
措施中，从而控制疫情给公共健康带
来的冲击。（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寨卡病毒离我们有多远？

权威解读

与埃博拉病毒一
样，寨卡病毒由蚊子叮
咬传播，被认为会干扰
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导
致胎儿流产、新生儿小
头畸形甚至死亡。约
75％至80％的被感染
者会出现发烧、头痛、
关节痛及皮疹等症状，
而皮疹是最显著特
征。症状通常不到一
周即可消失。这种病
毒源于非洲，2014 年
首次在巴西被发现。
眼下，医学界并没有针
对寨卡病毒的疫苗和
有效疗法。

这种病毒虽对普
通人群威胁不大，但对
孕妇威胁极大，被认为
是导致巴西近期新生
儿小头症激增的主要
诱因。

寨卡（zika）

新华社日内瓦1月28日电（记者张
淼）当前美洲寨卡病毒蔓延引发多方关
注，世界卫生组织28日在日内瓦宣布
组建寨卡病毒紧急委员会。世卫官员
当日指出，寨卡病毒正在美洲进行“爆
炸式”传播，预计该病毒可能在美洲感
染300万至400万人。

正在日内瓦举行的第138届世卫
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28日就寨卡疫情
召开通报会。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
珍在会上表示，寨卡病毒最早于1947
年在乌干达寨卡森林的恒河猴身上分
离，从历史上来看该病毒多分布在非
洲、亚洲狭窄的赤道区域。数十年来，
这种由伊蚊传播的病毒主要感染猴子，
偶尔也会感染人类，但症状比较温和。

寨卡病毒的传播媒介主要是热带
地区的埃及伊蚊，与传播登革热、基孔
肯雅热和黄热病的蚊虫相同。2007
年，寨卡病毒首次跨越地理分布范围传
播至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2013年至2014年，其他太平洋岛国先

后报告4起寨卡疫情。
陈冯富珍说：“如今形势截然不同，

去年美洲地区才首次发现寨卡病毒，当
下这种病毒却正爆炸式传播，截至今
天，该区域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
寨卡病例。”

寨卡病毒感染者通常出现轻微发
热、皮疹和结膜炎等温和症状，这些症
状通常持续2至7天，一般不需要特别
处理。不过，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寨卡
病毒与新生儿小头症之间存有关联。

陈冯富珍表示，某些地区寨卡病
毒的出现与新生儿小头症及格林－
巴利综合征病例数量激增存在关系，
虽然寨卡病毒感染与出生畸形及神
经系统综合征的因果关系尚未确定，
但目前已有证据表明它们之间可能
存在关联。

考虑到寨卡病毒与小头症之间可
能存在的关系、蚊媒广泛分布导致病毒
进一步国际扩散的潜力、新感染地区人
群免疫力的缺乏以及尚无针对寨卡病

毒的疫苗、针对性疗法和快速检测方法
这4方面原因，世卫组织对寨卡疫情的
快速发展表示“严重关切”。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陈冯
富珍当日决定组建寨卡病毒紧急委员
会。该紧急委员会将于2月1日在日
内瓦举行会议，商讨当前寨卡病毒流
行是否够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美洲区官员西尔万·阿尔
迪吉耶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鉴于同
样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在美洲流行并
每年感染超过200万人，预计寨卡病毒

或在美洲感染300万至400万人，其中
多数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

阿尔迪吉耶里说：“绝大多数病例
不会出现很多临床症状，75％的感染病
例不会出现明显症状，或症状未严重到
需要就医。”他指出，美洲居民缺少对寨
卡病毒的免疫抵抗力、从美国南部到阿
根廷北部广泛的蚊媒分布，直接导致寨
卡疫情在美洲快速蔓延。

针对寨卡病毒是否会扩散至亚洲
的可能，世卫组织当日表态说，截至目
前尚未收到亚洲发现寨卡病毒的官方
报告。

临近春节假期，在赴港内地游客尤其是女性
的“败家”清单上，除了化妆品、药品、钟表首饰、买
保险等外，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去香港打HPV疫
苗。

从上海专程来打第三针HPV疫苗的俞女士
告诉记者，周围很多朋友都来香港打这个疫苗，从
打第一针到现在已经半年，注射疫苗费用加上三
次往返机票和住宿的花费，共近万元。

HPV又称人类乳头状瘤病毒，是致宫颈癌的
元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有逾13万新发宫
颈癌患者，患者也趋向年轻化。由于目前该疫苗
未在内地上市，跟俞女士一样专程从内地赴港打
HPV疫苗的都市女性不在少数。

2006年11月，HPV疫苗获准在香港上市。
上市初期，大众接受度并不高。香港药剂师学会
的资料显示，自2006年11月至2014年，只有约
8.85％的女性接种，其中还包括未必打足全套3
针、非香港永久居民等情况。

为了全面预防HPV病毒感染病发及变异的
可能性，2015年香港HPV疫苗补贴计划全面展
开，原金额最高为3600港币／人，符合资格人士
可以享受低至1400港元／人的补贴价格，补贴幅
度超过60％。

大幅度的补贴加上明星代言及宣传，在令本
土接种者数量大增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内地女
性。由于香港公立医院不对内地人士开放，这一
庞大的商机被多间私人诊所和中介机构瞄准。

位于香港尖沙咀一间大型私家诊疗机构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2012年以前主要是香港居民来
注射HPV疫苗，这两年内地客户逐渐增多，已占
到该机构HPV疫苗注射人数的70％以上。

记者还在多个微信公众账号里看到了“春节
团购去香港打HPV疫苗，直降1100元，铜锣湾、
尖沙咀、中环多地可选”的广告，甚至在香港保险
业相关媒体平台也见到他们推出赴港打疫苗的优
惠广告，并提供预约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零售业和保险机构本身是不
能提供疫苗接种服务的，但是通过推广疫苗注射，
增加了内地人士来港意欲，保险经理人能获取与
客户接触机会，且这部分女性也是其目标受众群
体。零售业者更是能从内地人士多次赴港中直接
获利。

记者了解到，内地人士疫苗接种价格为2400
到3600港元不等，要分三次接种，其中前两针相
隔一个月，第三针则是第一针之后半年。对于琳
琅满目的中介机构和团购项目，又该如何选择？

香港卫生署在回应新华社记者查询时回应
称，在香港目前要注射人类乳头状瘤病毒疫苗，均
须医生处方。考虑接种的内地人士，可前往家庭
医生、私家医生、医院或非政府机构的诊所接受服
务。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针对团购HPV疫苗的组
织，香港卫生署曾联同香港警方采取联合行动进
行调查。医院药剂师学会表示，若疫苗来源不明，
有可能是假货或水货，团购的消费者除了冒上性
命风险，若机构突然倒闭，随时招致金钱损失。

香港医学会会董蔡坚则提醒，“内地人士选择
注射机构时，要确保提供疫苗的地方为医疗机构，
并由医护等专业人员打针，医生只可以在自己诊
所为病人打针，不可以去其他诸如美容中心打针，
也不可以将疫苗转售给美容中心。也要确保医生
是在诊所完成打针，而不能将疫苗带出诊所进行
注射。”

记者还了解到，香港本地居民在预约或搜索
家庭医生或私家诊所时，多数会登录“香港医生
网”，该网站是收录了香港大多数注册西医，内地
人士也可登陆该网站查询确认医生资质并进行预
约。

有不少内地女性在相关论坛上发出质疑，“是
否注射前不需妇科体检的医疗机构都不合规”。
记者在走访多间私家诊所后了解到，在香港任何
诊所都不会要求在打针前做妇科检查。只要没有
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就可以接种该疫苗：有身孕；吃
鸡蛋或者面包过敏；哺乳期妇女；病重，有严重发
烧者。

而对于年龄限制，香港注册西医陈念德告诉
记者，不同地区、不同机构对适合接种HPV疫苗
的年龄都不一致，没有性生活时注射的效果最好，
但有性生活了也可以打，尤其是尚未感染HPV的
人效果更好。即使已经感染了，也能预防其他几
种HPV的感染，所以接种HPV疫苗前不需先检
测是否已经感染HPV。

由于打针周期较长，有内地女性希望能够将
疫苗带回内地注射。陈念德对此表示，HPV疫苗
对运送和保存等有严格要求，专业机构在运输疫
苗时，每个环节都需严密控制，个人保存药物很难
做到这几点，易导致疫苗变质。

香港卫生署还同时强调，由于疫苗并不能预
防其他高风险类型的人类乳头状瘤病毒的感染，
而且它不能清除已受感染女士的病毒，因此，女性
即使接种了疫苗，仍须定期接受子宫颈细胞检验。

记者 张晶
（新华社香港1月29日新媒体专电）

内地女性现赴港
打HPV疫苗热潮
专家提醒需认清机构资质防风险

权威组织和专家表示，寨卡不是埃博拉
那样的致死病毒，公众无需恐慌

1月28日，在巴西累西腓，苏埃
莉·玛丽亚（未在画面中）抱着患小头
症的女儿米莱娜。 新华社/路透

1月28日，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
何塞，一名卫生部门员工对当地居民
房屋进行灭蚊消毒。 新华社发

1月26日，在巴西累西腓，孩子们
看着工作人员喷洒杀虫剂。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寨卡病

毒正在南美洲和加勒比部分地区蔓
延。法国、新西兰两国日前均报告，
有旅行者回国后出现相关症状。两
国卫生部门提醒本国公民暂缓前往
疫区。

法国卫生部28日发表的新闻公
报说，据法国卫生监督所统计，本月以
来，已有5名曾赴寨卡热疫区并感染
病毒的旅行者回到法国本土。

新西兰卫生部29日确认，多名曾
在海外旅行的新西兰居民出现与寨卡
病毒感染相关的症状。卫生部为此发
布旅行警告，呼吁民众特别是已怀孕
或计划怀孕的女性暂缓前往太平洋岛
国汤加和萨摩亚。

法国新西兰旅行者
现寨卡病毒感染症状

1月28日，在危地马拉首都危地
马拉城，一名医生为一名疑似感染寨
卡病毒的孕妇抽血。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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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灭蚊时捂住口鼻。
新华社/路透

·小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