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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
西斯·柯林斯8日说，美国因感染新冠
病毒住院的儿童人数达到疫情暴发
以来最高，家长应督促孩子戴口罩。

柯林斯当天参加美国广播公司
《本周》节目时说，美国目前有1450名
儿童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为疫情暴
发以来最多。他从多名儿科医生处了
解到，在最新这波疫情中，“住院儿童
不但多，而且症状严重”，令人担忧。

由于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
传播，美国疫情近来反弹严重。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7月
底以来，全美日均新增感染病例超过
10万例，与半年前水平相当。

柯林斯呼吁在学校推行戴口罩，
确保学生以及教职员工都戴口罩。
他警告，不这样做的话病毒将传播得
更广泛，继而可能导致学校暴发疫
情，学生又要回到远程学习模式。

在美国多地新冠疫情加重的背
景下，美国第二大教师工会、美国教
师联合会主席兰迪·温加滕改变先前
立场，不再支持教师自主选择是否接
种新冠疫苗，认为应该强制接种。

美国尚未批准给未满12岁人群
接种新冠疫苗。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
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本月8日
驳斥孩子不易感染新冠病毒的说法。
他说，儿童医院的情况显示，“相当多”
儿童感染新冠病毒而且病情严重。

欧飒（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我们抗疫失败正付出惨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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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广播公司8日播出的
《本周》节目中，柯林斯坦言：“我们
真的本来不该落到现在这种地
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做
得失败。”

柯林斯认为，美国没能遏制德
尔塔毒株蔓延而导致疫情大规模反
弹，问题主要出在“争取让所有人都
接种疫苗”的工作不够“有效”。

法新社报道，虽然对德尔塔毒
株的恐惧推动美国疫苗接种步伐，
但仍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尤其是
在政治保守派占上风地区的居民，
对打疫苗持怀疑态度。

“现在，我们正付出惨痛代
价。”柯林斯说。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安东尼·福奇也发出警告：一

旦扛不住这波德尔塔毒株攻势，新
冠病毒新变种流行几率会增加，而
后者“可能比德尔塔更棘手”。

福奇8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电视节目《与新闻界对话》中说，
他希望在8月底以前，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能正式批准国内在用
的几款新冠疫苗。这些疫苗现阶
段获得的是紧急使用授权。

尽管公共卫生专家一再敦促
政府和民众加快疫苗接种，在保守
派政治势力的“怂恿”下，部分民众
对以“口罩令”为主的防疫措施的
抵制却在加强。

柯林斯警告，由于药管局还未
批准新冠疫苗适用于12岁以下儿
童，秋季开学后，数百万儿童将重回
课堂，如果不要求他们戴口罩，病毒
将“传播更广”，“可能导致校园内暴
发疫情，孩子们又得回到远程教学
模式，我们要避免这一情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8
日在社交媒体上提醒公众：无症状
的儿童感染者也有传播病毒的可
能性，“两岁以上儿童在教室等室
内公共场所应该戴口罩”。美国教
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当天也在电
视节目中提出同样建议，并呼吁

“教育界领袖要起带头作用”。
然而，部分政客却在“拉后

腿”。保守派共和党人大本营之一
佛罗里达州是美国这一波疫情的

“震中”，7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将
近2.4万例，刷新疫情暴发以来该
州最高纪录，但疫苗接种率落后于
不少州。共和党籍州长罗恩·德桑
蒂斯近日下令，禁止州内学校出台
强制学生在课堂戴口罩的措施。

这一行政令引发极大争议，部
分学区管理层表示准备抗命。不
过，仍有部分家长支持德桑蒂斯。

不少医护人员也对部分民众
坚持不打疫苗的现象感到“崩溃”。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在佛州南
部，一些抗疫一线医生“耗费宝贵时
间和那些坚信不打疫苗是正确选择
的病患争辩”，辩到“气恼乃至愤怒”
的地步；也有些人病倒后才请
求接种疫苗，“最惨的是那
些进了重症监护室的人，

但显然已经太迟了”。
佛州南部的医师保罗·施瓦茨

还发现，有些人对新冠疫情的严重
性始终不以为然。他的一位朋友
认定自己“感染新冠的几率相对
小，死于新冠的几率极小”。

施瓦茨这样回应对方：“这叫
孤注一掷。如果这一局赌输了，你
可能会死。”

身为国家高级卫生官员，柯林
斯认为美国国内关于疫苗和口罩
的争论已被政治化，对现状也深觉

“心累”。“（打疫苗或戴口罩）不是
政治宣言，也没有侵犯自由，而是
能救命的医学手段。”

美国佛州心血管病专家史蒂
夫·凯塞尔说，关于疫苗的各种阴
谋论广泛流传，阻碍了佛州推广防
疫措施，他斥之为“迷信”。“如果我

们还坚持迷信思想，我们
还在靠水蛭和巫医
给人治病。”

沈敏（新华
社专特稿）

以色列调查显示

第三剂疫苗副作用
或轻于第二剂

以色列一项初步调查显示，接种辉瑞新冠疫
苗第三剂者所感受到的副作用接近第二剂，甚至
更轻。

路透社8日援引以色列最大保健服务提供机
构克拉利特卫生服务学会的话报道，该学会调查
了约4500名在7月30日至8月1日期间接种第
三剂辉瑞疫苗者后，得出上述结论。这些接种者
全部为60岁以上老人，其中88%的老人表示，接
种完第三剂感觉与接种完第二剂类似，“或者好一
些”；大约0.4%说接种完第三剂感到呼吸困难；
1%说因出现一种或更多副作用而就医。注射处
疼痛是报告最多的副作用。

克拉利特卫生服务学会专家兰·巴利塞尔说，
尽管这只是初步以及基于接种者自我感觉的调查
结果，但调查结果仍表明，接种第三剂疫苗大部分
时候与接种第二剂后的情况类似或副作用更轻。

以色列从7月30日开始给60岁以上老年人
接种第三剂辉瑞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以色列总
理纳夫塔利·贝内特本月8日援引政府数据说，已
有超过42万名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了加强针，
超过目标接种人数的三分之一。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大批美国人在社交平台
发文自述早期感染新冠

专家称早期疑似病例
应成为下一阶段病毒溯源重点

记者近日调研发现，社交媒体
推特上有1000多名用户说自己或
家人、好友在2019年12月甚至更早
时间就已感染新冠病毒。其中，至少
有100多位实名用户认真讲述了感
染经历，他们所描述症状与新冠肺炎
非常接近。

“我的妻子和医生都确信我在
2019年10月1日得了新冠肺炎。
那太可怕了，当时他们不知道那是
什么。我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被隔
离了10天，血氧含量低，（肺部）X
光片如粉碎状玻璃，他们多次测试
都无法确定病毒和细菌性肺炎。”
一位名叫杰米·凯滕霍芬的美国华
盛顿居民2020年12月22日在推
文中写道。

另一位美国用户詹姆斯·克鲁
托克斯在2020年12月18日写道：

“估计我是在2019年11月或12月

得了新冠肺炎。严重的反复发烧，
呼吸问题（不得不两次去急诊室，
每次都戴上雾化器），类固醇，X光
片发现一个肺有问题——我这辈
子病得最厉害的一次。我觉得如
果我没有去急诊室，我就不会从睡
眠中醒来。”

“我儿子在12月患了病毒性
呼吸道疾病，两肺都有肺炎。他看
上去几乎没有病，但实际上病得很
重。他最后住进了这家医院。
2019年捐献的血样显示有新冠抗
体，现在我100%确信他得了新冠
肺炎。他现在很好，这是去年12
月的事情。”这是一位名叫凯尔西
的美国底特律女性用户在2020年
12月11日所发推文。

……
据统计，这些推特用户分布于

世界各地，其中来自美国的用户占

比超过75%，也有用户来自欧洲、
南美洲等地区。

目前，已经有很多线索显示，
新冠病毒可能在2019年年底之前
已在世界多个地方出现。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刊
登报道说，美国农业部研究人员对
美国东北部部分白尾鹿的血清样
本进行新冠病毒抗体分析研究发
现，三分之一被抽样的白尾鹿体内
有新冠病毒相关抗体，在2019年
收集的样本中，有1个样本检测出
相关抗体，这表明它们曾感染新冠
病毒。而美国官方报告的首例新
冠病例是在2020年1月21日。

2020年11月30日，美国疾病
控制和预防中心研究人员在美国
《临床传染病》半月刊上报告说，他
们检测了美国红十字会2019年12
月 13日至2020年 1月17日期间

采集的7389份血液样本，结果发
现其中 106 份含有新冠病毒抗
体。这意味着那时候新冠病毒或
已在美国出现，早于美国官方报告
首例新冠病例的时间。

2020年11月，意大利米兰国
家肿瘤研究所研究人员在该国《肿
瘤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他们检
测了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参
与肺癌筛查试验的959名志愿者
的血液样本，结果发现，111名志愿
者血样中存在新冠病毒的受体结
合域（RBD）特异抗体，其中最早的
样本采集于2019年10月第一周，
这表明他们很可能在2019年9月
已感染新冠病毒。

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
2020年7月2日发表研究报告说，
由该校领衔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圣
卡塔琳娜州首府弗洛里亚诺波利

斯市2019年11月27日采集的废
水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遗
传物质。这比美洲报告首例新冠
病例的时间提前了约2个月，比巴
西报告首例新冠病例的时间提前
了约3个月。研究人员认为，可能
在采集样本的15至20天前就已经
有人感染了。

专家认为，早期疑似病例以
及动物、环境中发现的早期线索，
应成为下一阶段病毒溯源的重
点。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
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
梁万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建议世界卫生组织对早期疑似病
例，以及在动物和环境研究中发
现的早期证据进行评估和分析，
以确定现有证据的科学有效性和
可靠性。

（新华社伦敦8月8日电）

抗疫“失败”的代价

打疫苗、戴口罩遭政治化

美国儿童感染新冠
住院人数创新高

美国国家
卫生研究院院
长弗朗西斯·
柯林斯接受美
国媒体采访时
承认：这场抗
疫战，美国可
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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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单日新增新冠
确诊和死亡病例均创新高

新华社德黑兰8月9日电（记者王守宝 高文
成）据伊朗卫生部9日公布的数据，该国较前一日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0808例，死亡病例588例，均
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数据显示，截至当日，该国累计确诊4199537
例，累计死亡94603例。超1300万人至少接种一
剂新冠疫苗，300多万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8日接种了第一剂
国产疫苗，他于7日主持政府新冠疫情应对工作
组会议时说，既要“毫不犹豫地”进口疫苗，也要支
持疫苗的国内生产。

伊朗卫生部近日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新的防控
措施并加快疫苗接种，该国疫情形势将更加严峻。

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已成为在伊朗流行
的主导型新冠病毒，并在其所有省份传播。

德尔塔毒株肆虐

澳大利亚新增病例数
创今年新高

由于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持续传播，澳
大利亚人口最多的三个州8日共报告361例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创今年以来新高。同日，澳大利亚
报告5例新增死亡病例。

“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人不遵守规定，”新州卫
生部长布拉德·哈泽德说，“请待在家中，这是阻断
疫情传播的关键。接种疫苗，待在家中。”

澳联邦政府首席医疗官保罗·凯利说，新州的
无关联病例数、新增传播链和地理扩散程度显现

“令人担忧的迹象”。他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
疫情进一步蔓延。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8月8日，在突尼斯艾尔亚奈一处新冠疫苗
接种中心，一名警察搀扶一名老人。

突尼斯8日在全国实施最大规模新冠疫苗接
种行动，计划当天完成100万剂疫苗接种。

新华社/法新

突尼斯实施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行动

➡ 在佛州圣彼
得斯堡，一名护士日
前为接种者注射新冠
疫苗。 新华社/路透

日前，一名13岁美国男孩在康涅
狄格州接种辉瑞疫苗。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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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韩国食品
价格上涨加剧通胀压力

据新华社首尔8月9日电 今年上半年，韩国
物价持续走高，一盒30枚鸡蛋的零售价一度超过
9000韩元（约合人民币51元），韩国知名方便面
——真拉面13年来首度涨价。韩国经济面临的
通货膨胀压力倍增。

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6%，连续4个月
高于2%，鸡蛋、大米、猪肉、鸡肉、大蒜、辣椒粉等
农副产品价格纷纷上扬，通货膨胀忧虑加重。另
据统计厅7月5日发布的数据，鸡蛋价格上半年
上涨38.9%。

物价上涨情形下，韩国境内新冠疫情再度恶
化对民众消费造成冲击。此外，对于外向型经济
体韩国来说，外部物价上涨压力可能传导至韩国
国内。

韩国央行7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6
月国内供应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8.6%，增幅创
2011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

制
图/

张
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