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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 广告

通宵进行核酸检测，确保隔离人员
生活供应，各地医护人员紧急驰援……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福建莆田打响一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力防控 同心战“疫”
——直击福建莆田疫情防控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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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广大党员干部
逆行而上，更多医卫人员白衣
执甲。

福州市212名核酸采样人
员、厦门市200名核酸采样人
员、漳州市300名核酸采样人
员……连日来，各地医疗队伍
纷纷从全省驰援莆田。

12日晚上10点，莆田学院
北区操场的灯光格外明亮。来
自临床医学院等的320名在校
男生连夜进行核酸采样培训。
培训结束后，这支特殊的志愿
者队伍连夜奔赴防疫一线。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我
们有医学经验，更有责任用学

到的知识为防疫贡献自己的力
量。”来自莆田学院临床医学
2019级的学生陈炜滨说。

“天使白”“志愿红”“警察
蓝”，正编织起一张张“生命防
护网”，为战“疫”贡献着自己的
力量。

据新华社电

“防控疫情，我们全力以赴”

13日9点多，在福建省莆
田市仙游县南桥社区核酸检测
点，来自莆田涵江医院的20岁
实习护士刘晶和她的几位同
事，正紧张忙碌着。“早上6点
就开始工作了，防控疫情，我们
全力以赴。”刘晶说。

因为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刘晶的额头和脸上布满汗珠。

“为了保持最佳工作状态，我们
尽量少喝水，希望在最短的时间
内获得准确的检测结果。”

“我们接下来要做到应检
尽检。”南桥社区党委书记陈加
相正在现场维持秩序。连续三
天几乎没有合过眼的他，声音

已经开始沙哑。“社区里还有
100多名行动不便的老人，我
们安排了专人上门检测，务必
一个都不能少。”

全力保障隔离人员生活供应

仙游县枫亭镇是高风险地
区。“枫亭镇共有常住人口10万
多人，目前全员两轮核酸检测已
经完成，第三轮核酸检测13日
开始正在紧张进行中。”枫亭镇
宣传干事黄明华说。

记者了解到，为防止因人

员流动、聚集引发交叉感染，枫
亭全镇范围内实行严格管控措
施。同时为保障群众日常生
活，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物资
进行集中采购配送。

“截至目前，全村已完成第
二轮核酸检测，整村村民还在居

家隔离中。”枫亭镇海滨村党支
部书记朱明凤说，为保障村民的
生活物资供应，村干部利用微信
群收集村民的采购需求。“村民
需要什么，只要在群里说一声，
就会有专人对接，村里会定期安
排村干部送货上门。”

更多力量逆行驰援

从阿尔法、贝塔、伽马，再到德尔塔、缪
毒株……层出不穷的变异新冠病毒不断挑
战各国疫情防控。其中，德尔塔毒株已成为
当前世界大部分地区流行的主要变异毒株，
且更具传染性。为何变异新冠病毒传染力
会增强？中国科研人员新近发表在美国《细
胞报告》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其中“奥
秘”。

狡猾的新冠病毒能进化出新的优势变
种。国际共享基因序列资源“流感数据共享
全球倡议”平台的数据显示，2021年1月起，
阿尔法毒株首先占据传播优势。然而，从5
月开始，德尔塔毒株逐渐取代阿尔法毒株，
成为在全球传播的优势变种。

除了感染能力提高，变异新冠病毒的免
疫逃逸能力也增强了。和野生型新冠病毒
相比，新冠康复者血清中和抗体对德尔塔毒
株的中和力大幅下降；疫苗和用于治疗的单
克隆抗体药物对德尔塔毒株的中和效果均
相应下降。

清华大学药学院谭旭实验室和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腾川实验室的最
新研究发现，除了抗体介导的体液免疫逃逸外，
针对杀伤性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的逃
逸，也可能促进新冠病毒优势变种不断传播。

既有研究表明，细胞免疫应答与新冠病
情轻重发展相关。对感染者的血液检测发
现，新冠病毒特异性细胞可早于中和抗体被
检测到，说明细胞免疫应答在病毒感染早期
就开始发挥作用。这种早期的免疫抑制对于
机体防御新冠病毒、抑制病毒传播非常重要。

但研究人员发现，变异新冠病毒的一些
特有机制却可以助其逃逸细胞免疫，从而导
致传染力进一步增强。通过高通量筛选平
台，研究人员筛选并鉴定了4条新冠病毒特
异性的与细胞免疫相关的关键性抗原表位，
发现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德尔塔毒株至少使
其中一条关键性抗原表位发生突变，帮助病
毒逃逸了杀伤性T细胞的免疫识别。逃逸人
体细胞免疫是新冠流行变种的普遍特点。

清华大学药学院副教授谭旭说，变异新
冠病毒对免疫系统的逃逸大大增加了全球
疫苗接种计划的复杂度，这些不变的抗原表
位为新一代冠状病毒通用疫苗设计提供了
理论基础。新型通用疫苗将不仅能激活人
体产生中和抗体，同时也能介导广泛的细胞
免疫反应，降低变种病毒突破感染（指接种
疫苗后发生的感染）的风险。

据新华社电

分析

变异新冠病毒
传染力为何增强

9月13日，莆田涵江医院的护士进行核酸采样。新华社发

14 日下午，福建省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
控情况。9月10日至9月14
日8时，福建省累计报告新冠
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20例（莆
田市75例、泉州市12例、厦门
市33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9例（均在莆田市）。目前，
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均已
转至定点医院收治，无重症患
者。

福建省卫健委副主任杨
闽红说，莆田、泉州、厦门三地
全力追踪本次疫情密切接触
者、次密接者，均已落实集中

隔离措施。根据流调结果，截
至9月13日24时，三地共划
定4个中风险地区，2个高风
险地区。交通部门按照相关
要求加强中高风险地区的交
通管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原
则上非必要不出行。

据新华社电

福建省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20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