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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四日
電】上海4日新增多宗確診人
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上海

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感染科教授盧洪洲對記者表示
，這只能說明當前檢驗技術提高了，各方對該病毒
更重視，相關信息更透明。他強調，目前仍無證據
表明H7N9會人傳人，所以大規模爆發概率不大，
公眾不必恐慌。

盧洪洲透露，隨病毒檢測流程加快，相對於
最初2宗病例從發現到確診需要20多天，目前上海
的實驗室已經有針對H7N9病毒的核酸檢測方法，
只需1天就能確診。他並強調，上海剛啟動的聯防
聯控機制，為救治工作爭取到更多時間。

H1N1與H7N9無關聯
談到湖南出現一名感染H1N1病毒死亡的病例

，盧洪洲表示，H7N9與H1N1之間並無關聯，
H1N1其實多年前已被發現，之所以現在才公報出
來，主要原因在於此前對於這類疾病，有些地方還
不夠重視。畢竟臨床上肺炎有很多種，若不是處於
敏感時期，也不一定會往那方面去想，檢測和治療
就會被延誤。

盧洪洲認為， 「H7N9致死率較高」的說法尚
待研究。因為根據已知病例，幾乎都是在肺炎重症
時期才被重視去治療。H7N9在發病初期和普通感
冒類似，但病情轉變很快。也就是說，在發病初期
容易被忽視。他提醒公眾還是要早發現、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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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通報，48歲的江蘇男子儲某4日被確
診為H7N9病例。儲某從事運送雞鴨工作，
他於3月28日出現咳嗽、咳痰等症狀，4月1
日出現發燒，前往私人診所就診，後因病情
加重於3日前往同濟醫院急診就醫。雖經專
家全力搶救，終因病情急劇惡化，搶救無效
，於4日7時53分死亡。

4日10時，上海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
該病例實驗室檢測結果為H7N9禽流感病毒
核酸陽性。按照有關要求，上海市衛計委組
織市級臨床專家組下午對該死亡病例進行討
論，專家依據病例的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測
和流行病學調查資料，診斷該為人感染
H7N9病例。經調查，該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有8人，目前未發現異常情況。

4日21時許，上海市政府官方微博發布
消息稱，據市衛計委通報，截至21時，又確
診3宗病例，其中1宗死亡病例是於3日在華
山醫院搶救無效去世。

滬衛計委表示，專家認為，目前內地發
現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均未發現異常情況，未
出現人傳人的感染。

杭州啟動應急監測熱線
【本報實習記者張曉陽、楊冠男杭州四

日電】浙江省4日新確診1宗人感染H7N9禽
流感病例。

據官方透露，新確診病例患者張某，男
，64歲，湖州市吳興區人，農民。於3月29
日發病，31日到湖州市某醫院就診並住院。
4月3日，浙江省疾控中心報告患者標本的檢
測結果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陽性。4日
，省衛生廳專家組確診其為感染H7N9禽流
感病例。

經調查，該病例密切接觸者共55人，目

前所有人均未發現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症狀。
至此，浙江共發現3宗人感染H7N9禽

流感病例，其中1例死亡。杭州全面啟動
H7N9禽流感病毒應急監測開通24小時熱線
，一旦發現可疑病例，將及時上報。

蘇州疑似病例未確認
【本報記者劉亞斌蘇州四日電】4日，

蘇州市吳江區83歲的H7N9禽流感患者病情
加重；另據多個消息源透露，該區一名47歲
的女性患者疑似感染H7N9禽流感，已於數
日前病逝，但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證實。

在江蘇省衛生廳2日通報的4宗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中，有一名83歲患者沈某
為蘇州市吳江區人，是一名獨居老人，目前
病情危重，正在吳江第一人民醫院全力搶救
。沈某住所周邊沒有大型養殖場、農貿市場
等等，但其所在的農村地區，不少村民都會
散養雞鴨等禽類和其他牲畜。

另外，近日蘇州的本地論壇和微博上傳
言，吳江區同里鎮有一名疑似感染禽流感的
患者死亡。對此，吳江第一人民醫院的保安
證實，近期確實有一名同里鎮的女患者在入
住該院，且不治身亡，但他沒有透露更多信
息。

同里古鎮景區一家酒釀餅商舖的老闆娘
也表示，早前菜市場發現一名來自浙江金華
的疑似女性患者，現年47歲，從事茶葉買賣
生意。她發病死亡後，相關部門對菜市場進
行了消毒處理，並對患者攤位周邊的商舖經
營人員進行了血液抽檢。

專專家家意見意見

滬浙確診5宗新病例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四日電】廣東省衛
生廳4日通報稱，目前是廣東流感等呼吸道傳
染病高發期，全省要抓好H7N9禽流感防控，
該省成立了以防疫專家鍾南山為組長的防控專
家組，確保一旦發生疫情能及時應對和有效控
制。

廣東省疾控中心首席專家、傳染病預防控
制所所長何劍峰表示，從已有信息看，H7N9
病毒為禽源性的可能性很大。廣東是家禽大省
，現正值流感高發期，加強防控頗為迫切。

廣東省要求各地加強醫院、學校、家禽養
殖廠、活禽市場等重點區域的疫情防控，做好
「達菲」等抗流感藥物的儲備工作，確保一旦

發生疫情能及時應對和有效控制；並將及時公
布有關信息，做好社會宣傳和健康教育工作。

深圳加強出入境檢疫
國家疾控中心發出的首期5套H7N9病毒

檢測試劑盒已送抵廣東，何劍峰稱，每套試劑
盒可為200人份檢測，合計共可檢測1000人份
，試劑盒已分裝完畢，該試劑可在3至5小時內
檢測出樣本是否為H7N9病毒。

深圳方面正通過全市疾控網絡直報系統，
實時動態監測全市不明原因肺炎和流感數據，
當地已儲備了專用抗病毒藥品，衛生部門還將
加強與動物檢驗檢疫、出入境檢驗檢疫等有關
部門的聯防聯控，合力應對可能出現的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

廣東未發現疑似病例
據介紹，廣東省副省長林少春3日前往省

疾控中心檢查禽流感防控工作，並召開現場會
議部署防控工作。他表示，從廣東省既往疫情
監測等情況以及專家的分析意見綜合判斷，廣
東存在人感染禽流感疫情的可能性。

林少春表示，華東地區發生禽流感疫情後
，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省長朱小丹作出指示
，要求抓緊進行分析研判，提前做好防控工作
，成立以鍾南山為組長的防控專家組，為防控
工作提供決策諮詢。同時，省衛生廳立即組織
專家進行會商研究，在疫情監測預警、醫療救
治培訓、健康教育宣傳、應急物資儲備等方面
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並採取一系列措施

，防控工作及時有序。
對下一步防控工作，林少春提出了四大舉

措：一是加強監測，及時跟蹤和科學研判疫情
發展趨勢，切實做到 「早發現、早排查、早診
斷、早治療」。二是嚴格落實防控責任，形成
防控工作合力，重點做好醫院、學校、家禽養
殖廠、活禽市場等重點區域的疫情防控工作。
三是強化保障，落實防控應急物資儲備，做好
抗流感病毒藥物、禽流感病毒實驗室檢測試劑
和衛生防護用品等的儲備。四是及時公布有關
疫情的信息。

廣東省衛生廳國際交流處處長馮紹民表示
，目前廣東尚未發現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
省衛生廳已召集專家開會研究，緊急部署人禽
流感防控工作，加強全省醫療機構的疫情監測
。他呼籲市民切實做好個人衛生，不必恐慌。 自上海確診第一宗H7N9

禽流感病例以來，記者奔走
於醫院、菜市場、藥店、學
校，採訪患者家屬、醫生、

攤販等，直觀地感受到滬上各界面對禽流感來襲時
的反應：或憂懼、或無奈、或漠然，乃至麻木無感。

可以說，在經歷過 「非典」和 「甲流」等疫情
後，面對悄然來襲的H7N9，上海並不慌亂。雖然5
日來，疫情愈演愈烈，但走在街頭巷尾，記者始終
不見口罩遮住半張臉、行色匆匆的情景。醫院裡病
人如常尋醫問診，市集中買賣交易依舊紅火，就連
烤鴨店食客仍是絡繹不絕。市民坦然得近似漠然，
在不少市民的認知裡，上海有一批富有實戰經驗
的專家和醫護人員，所以他們完全無須擔憂。

記得，在政府啟動應急預案Ⅲ級響應後，記者
目睹校醫按時仔細進行網絡直報的過程，更是了解
到，像這樣的監測工作，學校已堅持了數年，早已
成為日常工作之一。不過，雖然如今的信息發布比
早些年更及時到位，但在記者追蹤報道中，時不時
還是會感到惶惑；也許作為市民，我們不應這樣安
然。

記得，為了弄清滬上最早爆出的兩宗病例的情
況，記者多次前往最初接治病患的第五醫院，但院
方不斷推諉的做法實令記者不解，既然沒有瞞報
，沒有處理不當之處，為何全院謹慎處理、小心應
對？不僅如此，在向相關部門核實消息、諮詢研究

進展、尋求官方闢謠時也曾處處受阻。
記得，2日在景川菜市場採訪時，冷清的菜場、夥伴的哽咽

、岳母落寞的身影無不訴說親朋對吳亮亮的思念。 「醫院給
了13萬元就什麼都不管了」、 「他是住院後才被感染死掉的，
醫院有責任」這些滿含死者親屬哀怨與憤怒話至今在耳邊回響
。同一天，當李某親屬告訴記者， 「我們是通過電視新聞才知
道父親死因的」的時候，除了感到同情，更多的是震驚。

今天，當官方於早上公布普陀出現疑似病例時，一度引起
網友的熱議與恐慌，而究其原因，僅僅是一個 「某醫院
」的含糊措辭。

將是次禽流感與早些年的 「非典」等比較，如今市
民的反應更平靜、如今的信息發
布更快、如今的醫學手段也更發
達，這些都是好事，只是，若這
些令我們對尚不知深淺的眼前危
機產生盲目的安心感，就未必是
好事了。 【上海四日電】

【本報實習記者汪雋逸深圳四日電】深
圳市疾控中心透露，首批1000盒H7N9測試劑
已運抵深圳，當天就派上用場，排除了一宗
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

國家衛計委3日下發H7N9禽流感診療方
案、防控方案及醫院感染預防與控制技術指
南，深圳市疾控部門表示根據要求組織全市
醫務人員進行有關H7N9病毒相關知識的培訓
，做到疑似病例及時發現，妥善處理。

深圳疾控中心副主任馬漢武說，深圳有
很好的流感監測和檢驗技術平台，以及在全
市醫療衛生機構和包括養老院、學校等集體
機構，都建立了運行良好的流感監測系統。

深圳衛計委3日晚發出通知，要求全市各
醫療衛生機構積極做好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
感病毒的準備，並將密切關注人感染禽流感

疫情進展，及時研判疫情，開展風險評估，
組織衛生系統全力做好各項防控工作，加強
與動物檢驗檢疫、出入境檢驗檢疫、交通、
教育等有關部門的聯防聯控，合理應對深圳
可能出現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做好衛
生應急物資和技術準備，加強監測預警，通
過全市疾控網絡直報系統，實時動態監測全
市不明原因肺炎和流感數據。

赴澳江蘇男排除感染H7N9
另據中新社報道，澳門衛生局4日接到鏡

湖醫院通報，一名由江蘇宿遷市赴澳的患者
懷疑感染H7N9禽流感，衛生局經檢驗後已排
除，呼籲市民毋須恐慌。該男子兩天前抵澳
，因發燒、胸痛和呼吸不順暢等症狀到鏡湖
醫院就診，已被診斷為肺炎。

深圳排除一疑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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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濟醫院附近的居民均表示不知道醫院
出現過禽流感死亡病例 本報記者夏微攝

▲上海一個養雞場的工作人員正為雞隻注射疫苗，預防出現禽流感 美聯社

▲內地由於禽流感，4日活禽交易有所下降。圖為南京一個家禽交
易市場內，商販正進行活雞交易

中新社

▲廣東省成立以鍾
南山為組長的防控
專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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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疾控中心發
出的首期5套H7N9
病毒檢測試劑盒已
送抵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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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秀賢攝

上海市衛計委4日通報，截至4日21時，上海新增4宗確診人感染H7N9
禽流感病例。目前上海共6宗患者中已有4宗死亡，另兩名患者中有1名4歲
患兒，病情輕微正在康復中。此外，浙江省也新確診1宗人感染H7N9禽流
感病例。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四日電

粵防禽流感 鍾南山掛帥

華東禽流感病例統計
（截至4月4日）

上海（6例）
李某，男，已死亡
吳某，男，已死亡
儲某，男，已死亡，4月4日確診
姓名不詳，4歲幼兒，4月4日確診
姓名不詳，4月4日確診
姓名不詳，4月4日確診

江蘇（4例）
許某，女，4月2日確診
桑某，女，4月2日確診
沈某，男，4月2日確診
張某，女，4月2日確診

浙江（3例）
洪某，男，已死亡
楊某，男，4月3日確診
張某，男，4月4日確診

安徽（1例）
韓某，女，4月3日確診

▲

廣東正值流感等
呼吸道傳染病高發
期。圖為一名小兒
患者在接受吊針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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