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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南山團隊：患者糞便檢出活病毒

國家發改委：口罩產能利用率達94%

「他們把全部的愛種在病人心中」

香港文匯報訊 2月12日，中
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主
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會議，研究加強疫情防控工
作。這是19天內中國最高決策
層第三次召開會議討論疫情防
控。從會議結果來看，傳遞出
兩個重要信息：「疫情形勢出
現積極變化，防控工作取得積
極成效」，「統籌做好疫情防
控與經濟社會發展」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國際銳
評」專欄文章指出，一個「統
籌」，說明中國正努力把疫情
影響降到最低，努力實現今年
各項發展目標任務。
這樣的信息，對中國人是個
鼓舞，對全球同樣是種信心。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
全球增長貢獻率年均達30%。
中國好，世界自然就好，這其
中的利害關係，一目了然。
疫情形勢出現積極變化來之
不易。它是中國人團結一心、
付出艱苦努力得來的，也是在
世衛組織和國際社會的大力支
持下得來的。聯合國駐華協調
員羅世禮近日在接受中央廣播
電視總台 CGTN 採訪時評價
說，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非
常有力的行動，這有助於降低
疫情的峰值。
疫情對經濟社會影響有多
大，關鍵要看疫情防控的進展

和成效。現在，防控工作取得
積極成效，為中國努力實現今
年發展目標增加了有利條件。
與此同時，復工復產的中國

企業也多了起來。
文章指出，企業是經濟的基本

細胞，越早復工對經濟社會的傷
害就越小，對經濟社會恢復正常
就越有利。當然，企業努力按時
完成任務並不容易。因為疫情的
發生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相關產業
造成了影響。除了企業自身積極
調整經營策略應對之外，國家政
策支持同樣重要。
特別要提的是，這次政治局
常委會會議還提到要支持外貿
企業抓緊復工生產，推動外資
大項目落地，實施好外商投資
法及配套法規，優化外商投資
環境，保護外資合法權益。這
是對外開放方面的內容，也進
一步佐證：中國疫情防控取得
積極成效，不僅是保護本國民
眾，也是在維護各國共同利
益。
今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雖然發生疫情，但中國人不
會被問題和困難嚇倒，不僅要徹
底戰勝疫情，還要努力完成既定
的發展目標。而這其中最關鍵的
因素，正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
塞在剛剛結束的全球研究和創新
論壇上所呼籲的：團結！團結！
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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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在國家感染性疾病臨
床醫學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
民醫院（南方科技大學第二附屬
醫院）的病房裡，醫護人員陸續
收到了患者親手做的賀卡、手繪

的錦旗，真情寫下的感謝信。醫護人員看到
紛紛在群裡轉發，點讚這些暖心的「禮
物」。

小患者送護士賀卡
2月11日，深圳市三醫院兒科護士們收到了一

個用餅乾盒製作的手工賀卡，上面寫着「送給
鍾護士和你們，謝謝。」，賀卡上還畫了一張

笑臉和四個心
形。這份禮物
來自兒科的一
位小患者，她
的外婆確診為
新冠肺炎後收
治在深圳市三
醫院；5天後，
小患者本人也
確診，住進了
兒科病區。

為了讓孩子
得到更好的照
顧，同時避免

跨病區流動出現交叉感染，深圳市三醫院就採
取以家庭為單位的住院方式，將孩子的外婆調
轉到了兒科病區，統一治療。

外婆確診後一直很焦慮，醫生護士們立即
為她聯繫了心理醫生進行電話疏導，撫慰她
的情緒。外婆說，醫生護士們穿着防護服，
都看不清他們的臉，但她一住下來，值班護
士拉着她的手說：「阿姨別怕，有我們在，
我們都和你在一起。」

因為怕孩子們孤單，護士們還會多些時間
停留在病房裡，陪孩子們看動畫片、給他們
講故事、和他們做手工。這些點點滴滴孩子
都看在眼裡。那天，在鍾艷護士陪孩子做完

手工後，孩子用稚嫩的筆畫寫下了對醫護人
員的愛。

在深圳市三醫院感染四科，每一個患者
房間都放了一本意見簿。科主任譚曉華
說，原本設置這個是為了讓患者寫下對治
療過程和醫療服務中的建議和意見，沒想
到這個本子竟成了感謝信的留言本和患者
的日記本，滿滿地記錄下了患者在住院期
間的真情實感。

一名患者在本子上畫了一面錦旗送給醫護人
員，她說：「我在這裡住院，不知道怎麼感謝
這些醫生護士們，我現在住在這裡又無法訂做
錦旗，只能手繪一個，等我出院了，一定要送
一面真的錦旗。」

「就是想鼓勵一下他們，他們真的很辛苦，過
年也一直在這裡，」患者說，她住院後心情不是
很好，醫護人員一直都在關心她，「前幾天我發
燒了，心裡很恐懼，因為十幾天沒發燒了，很擔
心是不是二次感染，當時值班的聶醫生和護士馬
上給我抽血做了檢查，半夜裡還來給我量了兩次
體溫。」

後來，這名患者的發熱被證實是細菌感染引
起的，經過治療後已經退熱。她在日記裡寫
道：「真心感謝這些白衣天使，他們用自己的
青春挽救病人的生命，穿梭在病人生死之間，
把全部的愛都種在病人心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糞口傳播暫未有確鑿證據 未來應關注新傳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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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發展司一級巡視員夏農
昨日在北京表示，截至2月11日，全國口罩
產能利用率已達94%，醫用N95口罩產能利
用率已達128%。
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昨日召開新聞發

佈會，介紹重要醫用物資保障和醫療資源調
配保障最新進展情況。

N95達128% 已保證一線需要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口罩供應持續緊

張的情況，夏農在發佈會上表示，在各方面的
共同努力下，2月2日以來，全國口罩產量逐日
提升。截至2月11日，全國口罩產能利用率已
達94%；特別是一線防控急需的醫用N95口
罩，產能利用率已達到128%，有8個省份達到
或超過100%；醫用非N95口罩的產能利用率
達到了 106%，有 10個省份達到或超過了
100%。
夏農介紹，在確診病例超過千人的重點省

份中，省內醫用N95口罩的產量都有了不同
程度的增長。湖北的日產量從2月2日的4.5
萬個大幅增長到2月11日的15.8萬個，廣東
的日產量從3.3萬個增加到了4萬個，河南、
浙江從沒有產量分別增長到1.4萬個、10萬
個，對這些省份的疫情防控發揮了重要作
用。通過全國統一調度，已經能夠保障一線
醫護人員的醫用口罩防護需要。

他表示，下一步，將繼續抓好口罩生產和
擴能等相關工作。

冀企業釋放產能 可轉產擴產
夏農指出，目前，有些口罩企業還沒有滿
負荷生產，希望這些企業抓緊釋放產能，盡
快實現滿負荷生產，有條件的企業可以積極

實施技術改造轉產、擴產。
「最近，相關部門、地方出台了技改、財

稅、金融、收儲等一系列支持政策措施，有
些已經落實，有些正在落實之中。請相關企
業放下包袱、全力以赴，開足馬力生產。希
望通過各方面共同努力，有效緩解口罩供求
矛盾的問題。」夏農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昨日，在廣東省政府新聞辦發

佈會上，鍾南山院士團隊成員、廣州

醫科大學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副

主任趙金存宣佈，該團隊與廣州海關技術中心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及中山大學

附屬第五醫院合作，從一例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糞便拭子標本中，分離出新冠

病毒。趙金存表示，糞口傳播這一人傳人感染方式，暫未有確鑿證據，目前正

在作進一步研究。他表示，該發現對後續進一步完善防控指引有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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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熱點
湖北醫院：康復者恢復期血漿能助患者產生抗體

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說，醫院目前在
開展康復病人的恢復期血漿的輸注，也顯示出初步的效果，因為康復
的患者體內有大量的綜合抗體對抗病毒，「在此也懇請康復後的一些
患者，積極來到我們醫院伸出你的胳膊，捐獻出寶貴的血漿，我們共
同來拯救還在與病魔作鬥爭的這些病人。」
中央指導組醫療救治組專家、北京朝陽醫院副院長童朝暉補充

說，張院長講恢復性血漿的治療，未來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觀察，目前
也看出些好的苗頭。

上海現三千宗確診病例？發佈者承認造謠

網傳一段「昨日上海疫情大爆發」的微信聊天錄屏視頻在網上流
傳，上海市衛健委方面表示，網上關於「昨天疫情大爆發，上海出來
3,000多例」的傳言，純屬謠言。

警方第一時間找到該消息發佈人，其稱因自己的寵物店被市場監
督部門勸導暫緩營業，而在微信群中故意編造相關不實言論。目前，
此事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員會表示，上海每天兩次發佈確診病例、排除
疑似病例、出院病例等相關數據，完全透明公開。另外，根據國家衛
健委印發的診療方案，湖北以外地區的診斷標準沒有變化，也就是
說，上海的診斷標準沒有變化。

■來源：央視網、澎湃新聞

■■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兒科小患者手持賀卡與醫護合影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兒科小患者手持賀卡與醫護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國家發改委表示國家發改委表示，，截至截至22月月1111日日，，全國口罩產能利用率已達全國口罩產能利用率已達9494%%。。圖為圖為
山西省太原市一家口罩生產企業的員工昨日在加緊生產口罩山西省太原市一家口罩生產企業的員工昨日在加緊生產口罩。。 新華社新華社

■■鍾南山院士團隊成員趙金存說鍾南山院士團隊成員趙金存說，，糞口傳糞口傳
播暫未有確鑿證據播暫未有確鑿證據。。圖為鍾南山團隊與廣圖為鍾南山團隊與廣
州海關實驗室聯合開展研究州海關實驗室聯合開展研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此前，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
研究團隊在某些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患者的糞便
中檢測出新型冠狀病毒核酸陽
性。
對此，鍾南山表示，應引起高

度重視，應關注病毒通過糞口傳
播的可能性。不過，檢測出核酸
與分離出病毒並不是一回事，只
有分離出病毒，才表明糞便中有
活的病毒存在。
該可能性很快得到證實。趙金

存在昨日發佈會上表示，該病毒
是從一名重症患者的糞便中分離
出來，這表明活的病毒至少在部
分病人的糞便中存在。

專家：民眾可從三方面防範
趙金存說：「當然，這不是偶

然的一個發現，浙江大學李蘭娟
院士今天也發佈了類似發現。因
此，這給我們一個提示，未來應
關注新冠病毒一些新的傳播途
徑。」
他表示，這個新發現，具有比

較重要的公共衛生意義，可以為
後續疫情防控政策制定和完善，
提供指導和參考。
不過，這並不是確定糞口傳播

的確鑿證據。趙金存稱，團隊正
開展這方面進一步的研究。
他續指，雖然發現了這種可

能性，但民眾也不用恐慌，可
在三方面做好防範。一是要避
免社交活動；二是更要注重個
人衛生；三是要注意家庭衛
生，包括環境清潔、下水道的
通暢等。

衛健委：主要傳播途徑未變
針對廣州醫科大學從患者糞便

中分離出病毒，國家衛健委昨日
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
會上回應，不管患者消化道症狀
是初發還是併發，發熱、乏力、
乾咳還是目前最主要的臨床表
現。因此，從患者糞便中分離出
病毒並不意味着主要傳播途徑發
生變化。
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

表示，部分病例早期症狀中，
有腹瀉等胃腸道症狀，患者糞
便標本中核酸檢測陽性或分離
到病毒，提示感染新冠病毒
後，病毒在消化道內也可以增
殖。但他強調，目前最主要的
靶器官仍為呼吸道，肺炎仍是
最主要的臨床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