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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周毅
凯））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
队采取多项措施，全面掀起夏季练兵活
动热潮，切实提升消防救援队伍灭火和
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海北支队以培养指战员理论知识为
要务，结合全州队伍灭火救援实际，积极
组织指战员深入学习《执勤战斗条令》、

《灭火救援战评规定》和《灭火救援作战
行动安全手册》等相关专业知识，定期举
办“战训大讲堂”活动，通过基层指挥员、
战训骨干等轮流授课、观看视频等方式
对各类灭火、抢险救援案例进行集中讲
解、分析、讨论，储备不同的处置应对方
法，适时培养个人的应变以及观察能力，

确保事故发生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准
确、果断、及时地排除危险。

海北支队创新练兵理念，制定训练
计划，形成“领导亲自抓，部门分类指导，
基层干部具体落实”的“达标创优”工作
格局；根据个人身体素质实际情况，着重
在“缺什么、练什么”上下功夫，确保训练
人员齐、时间足、内容全，紧紧围绕俯卧
撑、单双杠、100 米跑、3000 米跑等内容
开展训练，并坚持每周进行体能测试，充
分调动指战员参与训练的积极性，有效
提高队伍战斗力。

按照“练为战”的指导思想，在有效
整合社会灭火救援力量的基础上，对辖
区重点单位灭火作战预案进行交流、研

讨和修改完善，制作了辖区重点单位的
灭火预案，针对高层、公众聚集场所等特
殊火灾的特点规律，将化学危险品处置、
道路交通危化品泄漏事故处置等作为重
点训练科目，与各部门联动举行大规模
的实战演练，最大限度的发挥人与器材
装备的最佳结合，突出练兵的实战性，有
力地促进了队伍战斗力的提高。

结合辖区灭火救援工作实际，各基
层单位对照“六熟悉”训练方案，通过“走
出去，请进来”的方法，组织对辖区内重
点单位的数量及分布情况、主要灾害事
故处置的对策及基本程序、重点单位建
筑物楼层结构、室内外固定消防设施、紧
急安全疏散通道、周围的道路水源等进

行熟悉了解，并邀请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使全体人员熟悉掌握各种灾害事故的处
置程序和扑救对策。

同时，海北支队定期组织学习掌握
作战训练安全防护知识和安全管理制
度，开展安全防事故警示教育，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的意识，要求全体人员严格落
实“三个不训”，即干部不跟班作业不开
展训练，准备活动不到位不开展训练，防
护措施不到位不开展训练，制定各项安
全训练制度，规范安全操作规程，严格落
实执勤训练、执勤值班、灭火救援制度和
安全防事故措施，充分做好各项灭火救
援准备工作和灭火救援战斗准备，坚决
消除隐患苗头。

海北州消防掀起夏季练兵热潮

美国等国匿名官员 18日向美国《华
盛顿邮报》披露，伊朗沙希德拉贾伊港
计算机系统本月初遭遇的网络攻击似
乎是以色列方面发起的“报复”。

沙希德拉贾伊港是在霍尔木兹海峡
附近城市阿巴斯港新建的两处大型航
运基地之一。5月 9日，该港口负责控制
船只、货车和货物流通的计算机系统受
到网络攻击。

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主管穆罕默
德·拉斯塔德 10 日告诉伊朗劳动新闻
社，沙希德拉贾伊港的相关计算机系统

“未遭攻破，黑客只渗透并破坏了港口
的数个私人运营系统”。

美国等国匿名官员认为，此次网络
攻击似乎由以色列发起，目的是报复伊
朗 4月企图攻击该国至少两个和乡村供
水有关的计算机系统。

《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和伊朗有
关的黑客上月企图侵入控制水流量和
废水处理、以及调控水中注入氯等化学
物质的计算机系统，但以色列水务部门
在黑客造成显著破坏前及时察觉并加
以阻止。以色列驻美大使馆拒绝就此
报道作回应。

《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人士的话
说，9日的网络攻击“高度精准”，所造成
的破坏比伊朗官方承认的要严重。报
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9日当天，通往
沙希德拉贾伊港的公路出现绵延数公
里的拥堵。12日的图像显示，数十艘装
载集装箱的货船停泊在邻近港口的等
候区水域。 新华社特稿

伊朗港口
遭以色列网络攻击

疫苗
从历史上看，消灭病毒的最好武器始

终是疫苗。天花肆虐了至少 3000年，而且
感染者的死亡率高达 30％，最终人类却通
过一种能终生保护接种者免于感染的疫苗
让天花从地球上消失了。其他危及人类生
命的疾病，例如白喉、脊髓灰质炎、百日咳
或麻疹，也因为有了疫苗受到有效遏制。

疫 苗 分 为 预 防 性 疫 苗 和 治 疗 性 疫
苗。法国国立医学科学院成员、免疫学家
帕特里斯·德勃雷教授最近解释说：“对于
新冠肺炎，科学界主要是在研发能阻止感
染的疫苗。”其思路是，疫苗要能让人体形
成免疫力，产生可抵御会存在几个月甚或
几年的病毒的抗体。

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
有上百种候选疫苗已在体外试验阶段证
明了自己的有效性，其中 8 种的临床试验
已在志愿者身上展开。但即便在最理想
的情况下，可能也要再等上 11 个月至 17
个月，才能研制出并分发真正有效的首种
新冠疫苗。如果等待的时间太长，人们就
只能寄望于群体免疫了。

群体自然免疫
这种做法和某些疫苗的原理相同，但

免疫力是自然形成的：人群中的大部分人
感染了一种疾病，并自行产生抗体进而实
现免疫。没有了合适的宿主，病毒就被拦
住了，最终至少会在这一代人身上消失。

就新冠肺炎而言，可能需要让 60％至
70％的人感染病毒并获得自然免疫力。
但考虑到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在 0.5％至
1％之间（在医疗卫生体系有缺陷的情况
下，病死率甚至会更高），法国（人口达
6800 万）60％的人感染就会导致 20 万至
40 万人死亡，全球死亡人数则可能达到
2000万至 4000万。此外，尽管科学界几乎
一致认定人类感染新冠病毒后可获得自
然免疫力，但没人知道这种免疫力能持续
多长时间。

巴斯德研究所 5 月 13 日发表在美国
《科学》周刊上的研究表明，截至 4 月底可
能只有 5％至 10％的法国人感染了新冠病
毒。按照这个粗略数据计算，可以设想如
果新冠病毒继续按照这一节奏感染人类，
那 么 估 计 至 少 需 要 两 年 时 间 才 能 达 到
60％的门槛。

季节性
病毒的季节性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

现象，复杂多变的情况让人难以把握这种
现象。病毒会因环境（温度、湿度或两者
兼有）变化而无法存活吗？它们会因气温
下降而变得更活跃吗？这与人们冬天更
爱待在封闭环境里有联系吗？流感主要
在 2 月进入传播高峰期，但研究人员始终
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冠状病毒确实也
呈现以下趋势：夏季不太活跃，也许是因
为它们的外层在夏季高温、干燥的环境下
比较脆弱和容易被破坏。这种情况也许
在新冠病毒身上也存在。

尽管新冠病毒目前还没有呈现出任
何季节性特点，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性。法国的第一个观察结果可能在 6月中
旬出来，届时离解封已过去一个多月而且
气温也攀升了上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新冠疫情今年夏天不会消失，主要是因为
人们缺乏免疫力会导致其继续传播。传
染病学家们在建立数学模型时考虑到了
这一因素，几乎所有模型都预计今年夏季
疫情会减弱，但是在 2021年年底前不会消
失。

隔离
隔离是数个世纪来人类一直在使用

的一种方法，通常情况下是有效的，尤
其是在局部地区层面。隔离措施有效阻
止 了 2003 年 严 重 急 性 呼 吸 综 合 征
（SARS）传播。但是，一旦病毒（尤其是
像新冠病毒这样极具传染性且致死率不
高的病毒）脱离某一疫区，情况就会变
得令人难以掌控，隔离措施可能就没用
了。因此，许多国家所用的这种抗疫办
法可能不足以消灭新冠病毒，更何况全
球化的经济无法太长时间忍受经济活动
停滞。

治疗
可以通过治疗阻止病毒传播但无法

根除病毒。可以通过治疗减轻症状和降
低病死率，例如可以通过治疗避免发生

“细胞因子风暴”，这种失控的炎症反应会
让我们的细胞因子反过来攻击我们的器
官，包括肺。如果能彻底切断病毒传播的
主要途径如咳嗽或打喷嚏等，还可通过治
疗大幅放缓病毒传播速度。

工业因素
除了治疗，至少还可利用两种手段放

慢新冠病毒传播速度。首先要生产足够
多的口罩、手套、防护服及其他防护产
品。实际上，正如很多早期研究得出的结
论一样，新冠病毒主要通过打喷嚏和咳嗽
在空气中传播。因此，防护用品在降低病
毒在医护人员和民众中传播的风险方面
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次要生产足够多
的、性能可靠的检测工具，以便能大规模
开展病毒检测。

如果永远没法阻止疫情呢
如果与艾滋病的情况一样，科学家们

没法研制出一种有效的疫苗呢？如果自
然免疫不管用或免疫力只能维持几个月
因而不足以阻止病毒传播呢？还无法确
定这些问题的答案，但着实令人恐惧，尤
其是对那些新冠肺炎的主要受害者（即老
年人和已患上其他疾病的人）而言。世卫
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
瑞安 13 日就在记者会上表示，新冠病毒

“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尤其是在没有有
效疫苗的情况下。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
得学会与病毒共存，这也许会改变我们的
社会习惯，进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 19日证实，尼
日利亚海军日前成功解救一艘在几内
亚湾海域遭海盗劫持的中国渔船，船上
18人获救，其中包括 8名中国公民。

驻拉各斯总领馆副总领事管仲奇告
诉新华社记者，总领馆得到中国渔船遭
海盗劫持的消息后立即联系尼日利亚
海军。尼方随即出动巡逻船，成功拦截
遭劫渔船，解救全体船员并抓获多名海
盗。在尼海军护送下，渔船已于 18日抵
达拉各斯港，18名船员均安好。

尼日利亚海军一位发言人 18 日向
新华社记者证实，海盗 15日在科特迪瓦
附近海域袭击并劫持了这艘中国渔船，
随后控制渔船驶向尼日利亚海域。尼
海军在拉各斯以南 140海里处的海域拦
截遭劫持渔船，救出船员并抓获 10名海
盗。船上 18名船员分别来自中国、加纳
和科特迪瓦。

新华社阿布贾5月19日电

尼日利亚海军
解救遭劫中国渔船

18人获救

新冠疫情会以何种方式结束
尽管全球科学界和医学

界都在全力抗疫，新冠病毒却
仍在攻城略地。各国都尝试
采取有效措施：地区或社区隔
离、保持社交距离、大规模开
展检测、寻找密切接触者以最
大限度隔离病人。但问题仍
摆在那里：未来几个月或几年
里疫情会怎样发展呢？会在
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呢？

5 月 19 日，在印度西里古里，新冠患者
的家属在医护人员陪同下离开。

新华社发

5 月 18 日，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
家超市，一名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控
制顾客人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