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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擬擴大防控範圍

鍾南山籲重點監測三類病人

江蘇
1例 另報1患者不治

其鄰居曾向首例患者家庭買雞
京疑現H7N9隱性感染者

禽疫自南方北上，北京市通過主
動篩查，15日發現一名攜帶H7N9病
毒卻沒有發病的男童，男童鄰居曾經
購買過北京首例確診病例家庭所販賣
的雞。專門收治H7N9禽流感患者的
地壇醫院副院長成軍告訴大公報記者
說，對於疫病防治而言，如果下一步
真的發現H7N9禽流感存在隱性感染
，人群中就能構築起一道免疫屏障，
病毒也會消失。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五日電】

中國將與世衛聯合評估疫情

北京市衛生局新聞發言人鍾東波，15日在
地壇醫院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了上述男童
的病例。他表示，這名竹姓的H7N9禽流感病
毒攜帶者是個4歲男童，其父母從事禽魚販賣
工作。竹家鄰居曾經購買過北京首例確診病例
家庭所販賣的雞。截至記者發稿前，男童沒有
臨床症狀，專家組根據他的病例表現、流行病
學調查和實驗室檢測結果，綜合判定男童為人
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攜帶者。目前，這名男
童正在地壇醫院進行醫學觀察。

事實上，在大多數傳染病中，隱性感染是
最常見的表現。免疫學通常認為，隱性感染過
程結束後，多數病人獲得不同程度的特異性免
疫，病原體從而被清除。少數人則可能轉變為
病原攜帶狀態，成為無症狀攜帶者。

該發現具三重意義
對於北京市在全國首先篩查出H7N9禽流

感病毒攜帶者，鍾東波告訴記者說，這是北京
衛生部門從被動 「症狀監測」轉向主動監測高
風險暴露人群的結果。 「這名病毒攜帶者的發
現，對於H7N9禽流感病毒和發病的認識以及
患者救助工作具有三重重要意義。」

具體來看，一是順交易線索進一步把感
染源指向禽類；二是通過對人群特點的分析，
便於發現易感人群，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和有針
對性的開展防控工作；三是能夠揭示症狀發病
病理。在救助方面，與北京首例確診病例女童
發病到確診間隔8小時相比，如果這名男童突
然發病，醫療機構能夠更加有力的救治。

首例女童不日可痊愈出院
在同一場合，鍾東波還介紹了北京首例人

感染H7N9禽流感女童的情況。他說，15日午
後，這名女童已經從ICU（重症加強護理病房
）轉入普通病房。地壇醫院感染科主任陳志海
說，女童近兩日的病理檢測已經轉入陰性，院
方下一步準備停用抗感藥達菲，患者不日就可
以痊愈出院。

另據新華社十五日報道：地壇醫院感染科
主任、主任醫師陳志海說，女童最近3天的體
溫一直在正常水準，沒有呼吸道和消化道症狀
。 「我們認為患者的病情不會再出現反覆，因
此把她轉到普通病房。」北京市衛生局稱，截
至4月15日下午3時，女童的父母繼續接受醫學
觀察，目前無臨床症狀。

走進北京朝陽區崔各莊
鄉奶東村，到處可見戴口
罩的保安和醫護人員。15日
，該村一個男孩被確認為人

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攜帶者，使這個原本名不見
經傳的小村莊登上了各大網站的首頁和幾家晚報的
頭版。

當本報記者來到這個位於京承高速公路旁邊的
奶東村時，各個路口都已有許多保安在站崗執勤，
盤查來往車輛，有必要就對一些車輛進行徹底消毒
，保安還打開部分車輛的後備箱，看看是否攜帶有

活禽。
趕往4歲竹姓男童家門口時，原有的警戒線已

撤去，但家門口仍有四名戴口罩的保安在警戒站崗
，禁止人員靠近。醫務人員正在噴灑消毒藥水。他
們還對村民飼養的信鴿進行採樣、消毒。村裡主要
路口的牆上，都在醒目位置貼防控H7N9禽流感
的海報，並且還通過擴音喇叭持續向居民介紹有關
防護知識。

附近大多數居民15日上午才獲知4歲竹姓男童
已感染H7N9病毒，但幾位接受採訪的居民都表示
並不擔心疫情感染，亦相信衛生部門採取的一系列

措施。一名中年男子告訴記者，附近居民都已被量
過體溫，男童家附近一直在不停的消毒，附近賣活
禽的門店攤位也全部關門，並且上交統一焚燒掩埋
。一位老太太說，她認為生活上並沒有太多的影響
，只是要注意不吃雞肉雞蛋，遠離活禽。她還對村
裡突然來了如此多的記者感到非常驚奇， 「以前從
來沒有過，這下出名了。」

記者發現村裡一家肉舖，將玻璃上貼的 「雞肉
」、 「雞雜」等廣告都撕了下來，以免顧客望 「雞
」卻步。附近一家餐廳老闆也表示，發現禽流感後
，就不再做雞肉類的菜了。

雖然說不擔心，但居民們仍然很有防護意識，
大部分都戴口罩。一位年輕媽媽告訴記者，禽流
感對生活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小孩子不願意戴口罩
，就用圍巾圍，感覺出行還是很不方便，所以現
在盡量不讓小孩出門。 【本報北京十五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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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陰霾下的奶東村
本報實習記者 周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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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五日電】廣東防控
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組副組長王聲涌15日表示
，隨內地禽流感疫情擴大，監測範圍隨之擴大
，以加強防控。而專家組組長鍾南山則建議，加
強對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等三類病人監測，不提倡
家庭購買和宰殺家禽。

廣州市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專家組15
日研究防控工作，鍾南山表示，儘管廣州市目前
未發現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但要高度重視，
加強對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和有禽類接觸史的
發熱病人、聚集性發熱病人的檢測，早發現病人
，及時使用達菲治療。要進一步加強人感染H7N9
禽流感防控知識宣傳，提醒市民做好個人防護，
不提倡家庭購買和宰殺家禽。

粵成立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王聲涌認為，廣東是家禽大省，加上現時廣

東正值流感高發期，廣東散發H7N9禽流感病例有
風險，應擴大監測範圍。目前除了監測病人之外
，還有禽類、候鳥、從業人員等都要加強監測。

目前粵港兩地正各自加強監測，一旦發生H7N9病
例，兩地將聯手防控。

廣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楊智聰表示，目前正
加強監測H7N9，特別對候鳥遷徙棲息地監控。廣
州市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15日下午通報稱，截至4月15日16時，廣州暫未發
現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和家禽感染H7N9禽流
感病毒。

此外，廣東省政府15日成立了防控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並舉行第一次會
議，由副省長林少春擔任組長。林少春表示，當
前該省存在出現疫情的可能性，要求進一步明確
各部門職責，形成工作合力，發揮好聯防聯控作
用，構建好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護網和
救治網。

穗鴿販猝死 當局稱非禽流感
另據新快報十五日報道：14日下午1時許，一

名在白雲區百興三鳥批發市場從事十多年鴿子經
營的中年女性檔主，不明原因猝死家中。據其家

屬稱，此前該女檔主身體狀況良好，無流感症狀
，目前正在等候死因調查報告。

針對此次事件，廣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鳴指
出，該病例中，李某只有與禽類的接觸史而沒有
流感樣症狀，不能算「疑似病例」。截至14日下午5
時，廣州市疾控中心沒有收到禽流感病例的報告。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十五日電】
江蘇省衛生廳15日晚間通報，該省新
確診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患
者孔某，男，60歲，現住昆山市。4月
15日，省專家組診斷該病例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目前在蘇州某
醫院救治，病情危重。經調查，該病
例的密切接觸者共有3人，截至目前均
無異常。

此外，南京市1例人感染H7N9禽
流感確診病例顧某，女，77歲，曾做
過直腸癌手術並患有高血壓。經省專
家組多次會診、全力搶救無效於14日
晚死亡。

江蘇省衛生廳15日還公布了一名
H7N9禽流感危重症患者被成功救治的
消息，表明感染H7N9禽流感並非不治
之症。

江蘇衛生廳披露，4月5日確診為
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79歲男性患者陸
某，因病情危重，於4月6日轉入南京
市第二醫院重症監護病房治療。經該
省衛生廳組織省級專家組多次會診，
全力搶救，目前該患者病情明顯好轉，
兩次H7N9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該
患者已被解除隔離，4月15日患者從重
症監護病房轉入普通病房康復治療。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五日消息：15日，中國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表示，中國將與世衛組織合
作考察H7N9禽流感疫情。

3月以來，中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陸續
報告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近幾日，北京、河南也
相繼發現了疫情。截至目前，中國人感染H7N9禽流感
病例數已超過60例。

疫情發生後，中國官方與世界衛生組織保持密切合
作，第一時間向世衛組織通報了相關疫情信息，並通過
中國疾控中心的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中心與世衛組織及其
美國、英國、澳洲、日本等相關合作中心共享了H7N9
病毒毒株。

針對目前疫情情況，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與世界衛
生組織商定，共同組織 「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聯合
考察組」，對中國的疫情開展為期一周的聯合評估，分
析和研判疫情和防控工作，為中國的下一步防控措施提
供建議。

此前，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藍睿明表示，世衛將
對中國提供更多支持。在全球來說，世界衛生組織的責
任就是要確保其能夠成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分享
信息的一個紐帶。

另據中國疾控中心的消息稱，目前，該中心已同美
國疾控中心、歐盟疾控中心，以及加拿大、日本、韓國、荷
蘭等疾控機構保持每日疫情通報機制，並與各國疾控
專家聯手對疫情信息進行分析研究，評估流行風險。

【本報訊】據中新社杭州十五日
消息：浙江省衛生廳通報稱，截至4月
15日16時，浙江省新增1例人感染H7N9
禽流感病例。截至目前，浙江省共發現
16例人感染H7N9病例，死亡2例。

患者王某，女，68歲，農民，家
住湖州，於4月3日發病，現在杭州某
醫院治療。經浙江省疾控中心檢測，
患者標本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
酸陽性。

浙江省衛生廳組織專家對患者的
臨床表現、流行病學資料和實驗室檢
測結果進行討論，診斷為人感染H7N9
禽流感確診病例。目前，該患者病重
，醫院正在積極救治。

浙江
1例 為湖州農民

【本報訊】據中新社合肥十五日
消息：安徽省衛生廳4月15日通報，安
徽省新確診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例。至此，安徽共報告人感染H7N9禽
流感3例，死亡1例。

患者陳某，男，60歲，天長市人
，退休人員，在當地某公司做門衛。
患者4月10日發病，4月11日至天長市
某醫院就診。4月14日，滁州市疾控中
心流感網絡實驗室檢測患者甲型流感
病毒通用核酸陽性，H7亞型陽性；4月
15日，安徽省疾控中心檢測覆核為人
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陽性。同日
，安徽省專家組診斷該病例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目前患者病情
危重，已轉入滁州市某醫院隔離救治
。其密切接觸者共有25人，截至目前
均未發現異常。

安徽
1例 來自天長市

▲15日，北京朝陽區
崔各莊鄉奶東村的一
名男孩，被確認為人
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
攜帶者，防疫人員在
該村對居民飼養的信
鴿進行採樣、消毒工
作 中新社

▼15日，北京首例的7
歲患童已由重症加強
護理病房轉入普通病
房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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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菜市場的商販宰殺白鴿沒有做好防護措施
，容易 「中招」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