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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11月27日电（记者郭
爽）对于近日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新冠变异
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世界卫生组织26日
紧急召开专门评估会议，将其列为“需要
关注”的变异毒株，要求各国加强监测与
测序工作。

奥密克戎毒株为何“需要关注”？此
次病毒突变的意义何在？现有防疫工具
是否还有效？

变异值得关注

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所有病毒，都可
能在自我复制过程中犯点“错误”，也就是
人们常说的变异。大多数变异并不会使
病毒“性情大变”，但也有一些变异会使病
毒发生值得关注的性状改变。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病毒学专家托马
斯·皮科克介绍，11月新发现的奥密克戎
毒株发生了很多变异，仅在其表面刺突蛋
白上的变异就有32处，而新冠病毒正是
通过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感染
人体的。这种新毒株“似乎在所有已识别
的抗原位点都有突变”，这或许会影响多
数抗体对刺突蛋白的识别。

英国沃里克大学病毒学家劳伦斯·扬
说，新毒株不仅首次将其他毒株中的一些
变异集于一身，还有新的变异。

世界卫生组织26日紧急召开专门评
估会议，认为奥密克戎毒株的一些突变

“令人担忧”，并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
异毒株，要求各国加强监测与测序工作。

突变意义仍未知

世卫组织26日介绍，这一新毒株9
日在南非被首次确认，24日首次报告给
世卫组织。从流行病学上看，最近几周南
非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急剧上升，与检测到
奥密克戎毒株的情况吻合。

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被检测
出的速度比以往造成感染激增的其他变
异毒株都快，表明这一最新变异毒株可能

具有生长优势。另外，与此前其他“需要
关注”的变异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可
能会增加人们二次感染新冠的风险。

不过，目前研究人员尚不清楚奥密克
戎毒株的凶险程度。同样属于“需要关
注”变异毒株的贝塔毒株在刚出现时也曾
让科研人员惊讶，但最终被证明没有那么
凶险，并逐渐被德尔塔毒株所取代。

英国剑桥大学领导新冠病毒基因测
序项目的莎伦·皮科克说，现有数据显示，
新毒株携有可能导致传染性增强的突变，
但许多突变的意义仍未知。

帝国理工学院实验医学教授彼得·奥
彭肖指出，虽然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传播更
快，但南非近日感染人数激增也可能与密
集监测有关，新毒株会否在南非取代德尔
塔毒株成为主要流行毒株还很难说。

防疫工具仍有效

奥密克戎毒株会使现有诊疗方法和
疫苗失效吗？据世卫组织介绍，当前常用
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核酸检测）仍可
用于标记奥密克戎毒株。

在疫苗有效性方面，帝国理工学院
传染病学专家尼尔·弗格森表示，目前
还没有对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弱化疫苗
效力的可靠评估，因此现在评估其风险
为时过早。奥彭肖认为，面对新毒株，
目前的疫苗“极不可能”完全不起作用，
但仍需要更多数据来确定疫苗的保护
效力。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理
查德·哈切特指出，新毒株的出现使开发
更有效的新冠疫苗变得更为迫切，此外还
需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疫苗接种以减
少病毒传播。

一些专家表示，虽然尚不清楚奥密克
戎毒株会对公共健康构成多大威胁，但不
采取行动的潜在后果可能很严重。与德
尔塔毒株不同，奥密克戎毒株刚刚出现就
受到全球广泛关注，这或许有助人们更早
地采取措施，遏制疫情蔓延。

奥密克戎毒株
为何“需要关注”？多国发现奥密克戎毒株

以色列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成为首个完全向外国人关闭边界的国家

⬅ 荷兰卫生部27日宣布，26日从南非约翰内斯堡飞抵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两个航班上共计
61名乘客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正在分析病毒样本，以确认是否为奥密克戎毒株。图为飞机停靠在荷
兰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霍尔机场。 新华社/法新

⬆26日至27日两天内，已有不少国家针对最早报告新毒株的南非及其周边数国实施跨国航班
和旅行禁令。图为乘客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排队办理值机手续。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英国、德国、意
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27日和28日
陆续报告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
戎毒株的确诊病例。为防范该变异
病毒传播，多国紧急取消航班、限制
旅客入境、升级防控措施。

英国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27
日宣布，两位确诊患者现在正与家人
一起自我隔离并接受进一步检测，这
两例病例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可
以追溯到南部非洲国家。从28日4
时起，英国旅行“红色名单”包括10
个非洲国家，从这些国家入境英国的
人员将被要求在指定酒店隔离。

英国首相约翰逊27日宣布采取
针对性措施，包括所有入境旅客须在
入境第二天接受核酸检测，并自我隔
离直到得到阴性检测结果；所有奥密
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自

我隔离10天；进入商店等室内公共
场所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
口罩；推动疫苗加强针接种等。

德国巴伐利亚州卫生部门27日
发布公报说，两位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的患者于24日抵达慕尼黑机场，25日
起被隔离。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
赫研究所日前宣布，德国政府将博茨
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马拉维、莫桑
比克、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列为
最新病毒变异区，并授权各地卫生部
门可隔离并检测上述国家入境者。

意大利国立卫生研究院27日确认
一名从莫桑比克旅行回来的意大利人
感染奥密克戎毒株，他已接种过两剂新
冠疫苗。他所居住的坎帕尼亚大区政
府28日说，他的5位家人核酸检测也呈
阳性，与他有接触的人都已被隔离。意
卫生部于26日发布旅行禁令，过去14
天去过南非、莱索托、莫桑比克、津巴布

韦等8个非洲国家的旅客禁止入境。
俄罗斯媒体28日报道，俄联邦

委员会成员科鲁格雷说，奥密克戎毒
株已传播至俄罗斯，俄已发现该毒株
感染病例，其传播源头或为从埃及返
回的俄罗斯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
28日说，确诊的两位奥密克戎毒株患
者从非洲经卡塔尔多哈于27日晚抵达
悉尼，这两人均已接种新冠疫苗，属于
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被隔离。澳政
府已暂停来自9个非洲国家的航班。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27日宣布，鉴
于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现行的全国
卫生紧急状态将延长至明年2月28
日。抵达哥伦比亚的旅客如在过往15
天内有非洲旅行史，入境时应如实向哥
有关部门报告并接受隔离及病毒检测。

以色列新冠内阁27日晚举行会
议，批准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将从

29日零时起关闭唯一的国际机场——
本·古里安机场两周，在此期间禁止所
有外国人入境以色列。以色列由此将
成为奥密克戎毒株出现以来，全球首
个完全向外国人关闭边界的国家。

伊朗卫生部疾病管理中心负责
人穆罕默德·迈赫迪·古亚27日说，
建议计划前往南非、博茨瓦纳、纳米
比亚、津巴布韦、莱索托和斯威士兰
等国的民众推迟出行，伊朗机场及所
有陆海边境将发布信息，充分告知风
险。目前伊朗没有来自上述国家的
直飞航班，非伊朗国籍者禁止自上述
国家入境，伊朗公民入境前必须确保
两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否则在入
境时需要接受最长14天的隔离。

包括南非在内的一些国家近日
报告了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
例，世界卫生组织26日将这一毒株
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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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老师的节奏来，左手、右手、双手
拍。”在义工老师的带领下，非洲鼓课堂开始
了。孩子们虽然是第一次接触非洲鼓，但在认
真听讲和学习之后，很快就熟悉了节拍，能够
随着音乐一起拍出整齐的律动。

另一间教室里，孩子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制
作杯垫和唐诗画框。“我用了红色和粉色的材
料装饰杯垫，因为妈妈喜欢这两种颜色。”孩子
们将生活中的细节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而另
一些学习硬笔书法的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学
会了正确的握笔姿势和笔画顺序。

阳光倾洒的操场上，一幅长10米、宽4米
的巨幅画布徐徐展开。公益课结束后，孩子们
齐聚于此，在义工的协助下，他们用画笔和颜
料在画布上勾勒出彩虹、书屋、草地、热气球
……完成了巨幅手绘。在这幅色彩斑斓的画
作诞生之际，融创英苗培养计划·海南站圆满
落幕。

孩子是未来，让他们的梦想拥有成真的可
能，是融创英苗培养计划的初衷，也是全社会
的期盼。融创华南英苗培养计划将坚守初心，
持续投身海南公益事业，在为小英苗提供物质
帮助的同时，关注他们思想上的成长，让他们
的童年更精彩、更幸福。

在非洲鼓公益课堂上，小女孩在
和老师互动。

2021融创华南英苗培养计划·海南站圆满收官

翻阅山海 书送希望

“我希望哥哥姐姐们
能经常来陪我们读书。”
“我想看很多很多的书，
努力学习，考上大学。”乡
村孩子的期盼，在这个温
暖的初冬得到了回应。

11 月 25 日，“翻阅
山海 书送希望”2021融
创华南英苗培养计划·海
南站走进海口市秀英区
东山镇东城小学，为小英
苗们送去了爱心书籍、文
具用品和体育用品，并开
展了富有趣味的公益课
堂、巨幅手绘等活动，用
关怀和陪伴为孩子们的
童年增添美好回忆。

图书、颜料、地球仪、非洲鼓、
体育用品……载着活动物资，怀着
满心期待，由融创海南义工和海南
省义工互助协会义工组成的公益
队伍踏上了公益旅程。车辆抵达
学校前，东城小学的孩子们早已聚
集在校门口，脸上挂着开心的笑

容，眼中尽是期待和兴奋。当义工
们抱着爱心书籍和物资走下车，笑
声和掌声顿时响彻校园，随之而来
的便是孩子们热情的簇拥。

“这次我们带来了更丰富的小
学生读物，希望孩子们会喜欢。”在
孩子们上课期间，义工们将英苗书

屋打扫干净，在书桌上分门别类地
摆好爱心图书，还精心地将书屋装
点一番。在义工的精心布置下，英
苗书屋焕然一新。

看着整理一新的英苗书屋，翻看
着新捐赠的小学生课外书籍，东城小
学校长王培忠拿起手机不停地拍照，

他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我们学校
的孩子与城里孩子相比，接触面有差
距，这些差距只能通过对书本上知识
的积累来慢慢缩小。多读一点书，就
能多长一些见识，这对于他们的成
长、今后选择自己的路来说，都有很
大的帮助。”王培忠说。

英苗培养计划是融创结合企业
自身资源，助力城乡教育均衡化、推
动乡村地区儿童发展的综合型教育
扶智项目。

2018年，随着融创海南第一座
英苗书屋在东城小学建成，融创英

苗培养计划正式落地海南。在随
后的一年间，融创海南与我省6个
市县的 6所偏远小学结成定点帮
扶，共建成 6 所英苗书屋。品类
丰富的书籍，让英苗书屋成为孩子
们在课堂之余最喜欢的去处。在

阅读的影响下，他们的世界变得更
大了。

今年，英苗培养计划再次向海
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东城小学、澄迈
县金江镇六山村六山小学、文昌市
蓬莱镇群合村群合小学、定安县雷

鸣镇后埇小学、万宁市礼纪镇茄新
村茄新小学、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新政镇毛朋村毛朋小学捐赠爱心
图书。希望小小英苗们与书为伴，
在书香萦绕中成为自信乐观的小
小少年。

A 再度启程 为爱出发

B 温暖如初 共创美好

C 守护童真 助力梦想

孩子们在英苗书屋阅读。

学生和义工一起完成巨幅手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