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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 12 日晚
说，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名外交官被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这是纽约联合国总部首
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迪雅里克在发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
这名外交官 9 日中午最后一次出现在联合国
总部大楼并停留约 30 分钟，走进过一间会议
室，与两人有过接触。目前已经对这间会议
室清洁消毒，并正在联系两名接触者。

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姬
拉·阿苏塞纳当天在发给各国代表团的一条
信息中说，该代表团的这名女性外交官新冠
病毒检测呈阳性。菲律宾代表团驻地已处于
封锁状态，所有人员都被要求自我隔离。

迪雅里克当天早些时候说，为降低新冠
病毒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内的传播风险，
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取消由联合国系统原定
于 3 月 16 日至 4 月底在总部举行的近 100 个
边会。 新华社联合国3月12日电

联合国总部报告首个新冠肺炎病例
取消近百个会议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12日因
为妻子出现“类似流感症状”开始自我
隔离，在家办公。总理办公室当晚（北
京时间 13 日上午）确认，特鲁多妻子的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自我隔离 暂不检测】
加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总理夫人

索菲·格雷瓜尔·特鲁多目前“感觉良
好，继续隔离”，“总理本人身体健康，没
有症状。作为预防措施，并听从医生建
议，总理接受隔离，计划持续 14 天”。
特鲁多将继续在家办公，13日将发表全
国讲话。

声明说，根据医生的建议，由于特
鲁多没有症状，现阶段不会给他作病毒
检测，“出于同样理由，医生认为近期与
他接触的人没有（感染）风险。”

总理夫人发布声明感谢外界关怀，
称自己“虽然眼下有些不舒服，相信会
很快康复”。两人有三个孩子，他们目
前未出现症状。

总理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通报，索
菲先前受邀在英国演讲后回国，11日深
夜出现低烧等“类似流感的轻微症状”，
随后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谨慎起见，总
理选择自我隔离，在家办公，直至获得
索菲检测结果。”

根据总理办公室
的说法，医生建议特
鲁 多 在 家 隔 离 期 间

“继续日常活动，同时
自我监测”。他 12 日
在家借助电话、视频
会议、阅读简报等手
段办公，包括召开内
阁特别会议讨论疫情
对策、与外国领导人
通话。他当天与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通电话，同时取
消了与加拿大各省省
长的预定会面。

【呼吁“避免出境”】
疫情波及加拿大政界。反对党新

民主党党首贾格米特·辛格因为“感到
不适”而在家办公。辛格说他咨询过医
生，对方不认为他已感染病毒，但建议
他在症状缓解之前避免接触公众。

路透社报道，加拿大迄今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病例 145 例，1 人病亡，死者是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家养老院一名老
年住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
官员说，该省“强烈建议”民众不要前往

境外旅行，包括近邻美国，任何人从境
外返回后必须隔离 14天，避免接近工作
场所或学校，强调“这是对本国同胞所
负义务”。

魁北克省政府已经强制要求所有
政府雇员执行“出境返回隔离 14 天”措
施。魁北克、艾伯塔、不列颠哥伦比亚
等省政府都发出呼吁，要求取消超过
250人的“非必要”集会活动。人口最多
的安大略省下令临时关闭境内学校直
至 4月 15日。 新华社特稿

夫人确诊 加拿大总理在家隔离

俄罗斯航天局 12 日确认，受欧洲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俄罗斯航天局与欧洲航天局决定将
双方合作的“火星太空生物学”计划第二阶段任
务推迟至 2022年秋季启动。

“火星太空生物学”计划包含两项火星探索
任务，第一阶段 2016年启动，第二阶段原定今年
启动。俄罗斯航天局在声明中说，双方决定推
迟启动第二阶段任务。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戈津
说，这是“反复权衡后作出的艰难决定”，主要缘
于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导致项目专家无法出
差。

新冠肺炎疫情近期在欧洲国家快速蔓延，
“欧洲疫情版图”已增至 40多国。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 11日宣布，13日午夜起暂停欧洲申根
区 26个成员国人员前往美国，为期 30天。

新华社特稿

俄欧推迟
火星探测计划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张
作风 12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
美国近期出现新冠肺炎社区传播病例
之后，有些新冠肺炎死者可能被误判死
于流感，但在此之前误判的可能性不
大。

2 月 26 日，美国疾控中心证实加利
福尼亚州出现一例感染源不明的新冠
肺炎病例，被认为是新冠病毒在美国社
区传播的首个例证。

张作风说，在确认这个社区传播病
例之前的流感病例应该与新冠病毒无
关。因为医生接诊流感病人的时候通

常不戴口罩，如果过去将新冠肺炎患者
作为流感患者接诊，应该出现大批医护
人员被感染，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样
的情况，可见在此之前美国并没有将新
冠病毒作为流感的误判。

他认为，因为检测能力不足，在美
国首例新冠肺炎社区传播病例出现后，
一些被判断为因流感死亡的病例可能
与感染新冠病毒有关。

张作风表示，目前美国对新冠肺炎
的检测能力存在不足，很多有疑似症状
者无法得到检测和确诊，从而不能做到
及时隔离，这对疫情防控带来很大影
响。他说，目前美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数
据很可能被低估，预计未来两周美国病
例数量会持续升高。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2 日 22 时（北京时间 13 日 10 时），美国
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 1663例，死
亡 40例。

美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
德 11日说，美国存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被误认为是流感死亡病例的情况。

新华社洛杉矶3月12日电

美国新冠肺炎死者可能被误判为死于流感

美媒称，一项小型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
的人在患病初期释放大量病毒。但随着病程推
移，传染性很可能会减弱。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3 月 11 日报道，新冠
肺炎的轻微感染者或许在症状显现大约 10 天
后就没有传染力了。

这项研究 8 日上传至美国医学论文档案网
的预印本数据库，还只是初步研究，因为尚未经
过同行评议，而且只有 9名研究对象。不过，这
项研究或许暗示了为何这种新病毒这么容易传
播：许多人在表现出类似感冒的轻微症状时可
能是传染性最强的。

研究作者提到，“这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形成鲜明对比”，SARS 是由另一种冠状
病毒引发的类似疾病。SARS 患者的病毒释放
水平在发病 7 天到 10 天达到峰值，感染从上呼
吸道蔓延到肺组织深处。作者写道，研究中的 7
名新冠肺炎患者“在发病 5 天内达到病毒浓度
峰值”，并且是 SARS患者的“1000多倍”。

不过，这一峰值在另两名患者身上出现得
较晚，他们的感染已经发展到肺部，引发了肺炎
的最初迹象。在这两个严重病例中，病毒释放
在第 10天或 11天达到最高水平。作者说，在轻
微病例中，病毒释放在第 5天后稳步下降，到第
10天患者很可能不再具有传染性。

研究人员开展分析的方法是采集患者的鼻
咽拭子，以及检测他们的血液、尿液、粪便和
痰。该研究团队检验了每个样本包含的称为
RNA 的病毒遗传物质的数量，从而确定在疾病
的各个阶段存在多少病毒。

研究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追踪病毒的兴
衰。然而，病毒载量无法揭示患者是否仍具有
传染性，因为来自病毒的 RNA 可能存在于人体
组织，却不发挥作用。为了确定谁具有传染性
以及何时具有传染性，研究人员将整个研究过
程中的病毒样本都分离出来，并试图在实验室
中培养。

研究人员发现，可以培养的病毒是病程初
期从鼻咽拭子和痰液样本中采集的。但从发病
8 日后轻症患者身上采集的样本没有培养出任
何病毒。这一变化表明，这些患者的传染性已
经降低。不过，尽管病情好转，他们的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依然为“阳性”。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
解释来自中国的一些报告，这些报告说，新冠肺
炎症状消失至少两周后，病毒仍有可能在体内
存留。

作者说，由于这项最新研究基于少数症状
相对较轻的病例，因此需要更多研究来确定粪
便在疾病传播中发挥什么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团队在发病第 6天到第
12天的每名患者身上都发现了抗体。这表明免
疫系统在接触病原体后不久就开始建立防御
了。科学家尚不清楚这种快速的免疫反应是否
出现在大多数患者身上，尤其是感染较严重的
患者。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

新冠症状最轻时
传染性或最强

这是这是33月月1212日在美国纽约拍摄的严格限制参会人数的日在美国纽约拍摄的严格限制参会人数的““振兴联合国振兴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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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在美国纽
约 州 新 罗 谢
尔，一名男子
拍摄位于“隔
离区”中心的

“年轻的以色
列”教堂。

新华社发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左左））与妻子索菲的资料与妻子索菲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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