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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依然严峻的形势，尽快研制出有
效疫苗成为全人类迫在眉睫的需求。全
球多国研究机构目前正勠力同心，从不同
技术路线多管齐下，同时推进疫苗研发和
临床试验。

就在几天前，世卫组织宣布了未来一
系列超大规模抗疫行动。根据其领导的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国际合
作倡议的投资需求，未来 12 个月将需要
313 亿美元用于开发和交付新冠药物、检
测工具及疫苗。

这份倡议将围绕诊断、疗法、疫苗以
及卫生系统和社区网络连接这四个支柱
展开，其所需 313亿美元中有 34亿美元已
获认捐，剩余 279 亿美元资金缺口中有
137亿美元需求迫切。

此外，世卫组织计划到 2021 年年中，
向中、低收入国家交付 5亿件新冠测试工
具和 2.45亿个疗程的治疗药物，并到 2021
年年底向全球提供 20 亿剂新冠疫苗，其
中 10亿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

为控制新冠疫情、拯救生命，需要以
前所未有的数量和速度提供有效的疫苗、
诊断工具及疗法。在 6 月 26 日例行发布
会的最后，谭德塞发出呼吁：疫苗、诊断工
具和治疗方法极为重要，但要真正发挥效
用，还必须有另一个基本要素：团结互助。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需要守望相助，共同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唯有团
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
情。 据新华社电

男性感染者最危险

报道称，当然，患者的病史也是相关
因素。例如男性比女性更常罹患心血管
疾病，因病致死的比例也高于女性。此
外，年龄结构也具有决定性：根据德国罗
伯特·科赫研究所的研究，直至 70岁到 79
岁的所有年龄段中，男性的死亡率至少是
女性的两倍。在接下来的年龄段中死亡
比率较为平均；而 90 岁到 99 岁的年龄段
里，男女死亡比率则出现反转，女性高于
男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高龄的女性人
口多于男性。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II（ACE2）受体可
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它是新冠病
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
呼吸综合征（MERS）等冠状病毒所引发疾
病的关键受体。

根据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发
表的研究报告，ACE2 受体在男性体内的
浓度更高。科研人员在研究ACE2受体和
慢性心力衰竭的关联时发现了这个性别
上的差异。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调查，将
ACE 抑制剂作为降血压药是否会导致细
胞形成更多 ACE2 受体，进而使人体更容
易受到感染。但这目前只是研究人员的
理论，尚未获得证实。

报道称，相比之下，女性的免疫系统
更强于男性。因为女性体内的女性荷尔
蒙雌激素能激发免疫系统，更快速且大规
模地抵抗病原体。男性的睾丸激素则会
抑制人体的自我防御。

病毒学者指出，从其他病毒引发的病
症如流感或一般感冒都能看出，女性的免
疫系统对于病毒感染的应对速度及强度
基本上都高于男性。如此说来，人们口中
的玩笑话“男流感”实际上确实是有科学
根据的。

女性免疫系统较强

报道认为，女性虽然免疫系统较强，
却也更常罹患自身免疫性疾病，即免疫系
统反应过度导致自身细胞受到攻击——
这也是新冠病毒的可能并发症之一。

此外，病毒学家指出，基于“基因因
素”女性享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一些与
免疫有关的基因，例如负责识别病原体的
基因，存在于 X 染色体上”。由于女性拥
有两条 X 染色体，男性只有一条 X 染色
体，所以女性较占优势。

令人讶异的是，印度的研究报告显
示，当地感染新冠肺炎病亡的女性高于男
性。报告指出，女性感染者的总体死亡率
是 3.3％，男性则为 2.9％。在 40 岁至 49
岁的年龄段中，女性的死亡率为 3.2％，男
性仅仅只有 2.1％。5 岁到 19 岁人口中，
因新冠肺炎死亡的绝大多数是女性。

报道称，研究人员正积极研究背后的
原因。据推测，印度感染新冠肺炎的女性
之所以病重比例较高，可能是因为当地年
长女性的人数多于男性。

此外，印度女性的健康状况比较不受
重视，女子也较少前往诊所就医，生病时
通常会先自行服药，因此印度女性接受筛
检或治疗的时机通常较为滞后。

在 1918 年西班牙流感暴发时，印度
的女性死亡比例就远高于男性。女性更
容易受到感染，因为许多女性营养不良，
而且经常待在卫生条件不佳且通风不良
的室内，此外负责照顾染病者的工作通常
是由女性承担。

孩童症状相对轻微

报道还提到，出乎意料的是，儿童并
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高风险群体，多数感
染新冠肺炎的孩童症状比成人轻微，而且
有不少人毫无病症。自疫情暴发以来，德
国的病亡人数累计达 8882人，其中只有 3
人不满 18岁。

研究人员至今未找到充分的解释。
医疗人员认为，幼童的先天“非特定系统”
发挥了功效。胎儿会从母体内获得初步
的免疫抗体，新生儿则从母乳里得到特定
的抗体保护。

先天的免疫机制包括吞噬细胞和杀
伤细胞，这些白血球能攻击所有侵入黏膜
或皮肤的病原体。这样的“被动免疫”足
以保护幼儿直至身体形成自己的防御系
统。儿童到 10岁左右能发展出特定免疫
能力，此后其免疫系统会随着接触到的新
病原体不断进化。

报道称，新冠肺炎的感染年龄分布也
与其他传染性疾病明显不同。儿童经常
是一些传染病的“感染推手”，因为他们能
快速地将病毒传播至人群中。

但一份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委托进
行的研究指出，新冠病毒的情况有所不
同。这份研究如今被作为重要的论据，
当地政府借此推动幼儿园和学校在符合
卫生标准及保持距离的规定后，尽快恢
复正常运作。

至于儿童感染新冠肺炎后感染力是
否与成人相同，仍是有待研究的课题。一
份广受讨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儿童咽
喉中发现的病毒数量与成人相同。其他
的国际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不 过 咽 喉 中 的 病 毒 数 相 同 并 不 能
成为感染力相同的佐证。四个专业协
会的儿科医师和卫生专科医师曾经发
表了一份声明称，由于感染新冠病毒的
儿童病症较轻微，例如不太有咳嗽的症
状，被其感染的人数可能相对较少。

据新华社电

新冠病毒对哪些人更凶险

全球累计病例数已超千万

世卫组织：疫情仍在加速发展

德媒称，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对于为何
男性感染后的病情更为严重，一直存在各种猜
测：是不是因为男性较不注重健康、更常吸烟、
饮食习惯较差？或者是某些年长者的生活方
式不健康，此外男性就医的时机通常比较晚？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 6 月 26 日报道，研究
机构“全球健康平等”的数据证实，在超过20个
国家中，女性感染新冠肺炎的比例虽然与男性
相当，但是男性感染者的症状通常更严重，死
亡率也更高。

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欧洲
中部时间 6 月 29 日 10 时（北京时间 6 月
29 日 16 时），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10021401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达 499913
例。谭德塞表示，尽管许多国家取得了一
些抗疫进展，但在全球范围内，疫情实际
上正在加速蔓延。

目前，美国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均
位居全球首位，巴西紧随其后。据世卫组
织每日疫情报告，从 6月中下旬起美国单
日新增病例数从 2万例左右上升至 3万例
以上，6 月 27 日以来更维持在 4 万例以
上，已多次创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染病系主

任罗伯特·斯库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近期新冠检测阳性率快速上升不
是因为检测量大所致，而是缘于感染数量
增加。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
瑞安表示，美洲整体疫情形势尤其严峻，
其死亡病例数几乎占全球一半。“不幸的
是，美洲很多国家的大流行仍未达到顶
峰，这意味着未来几周确诊病例数和死亡
病例数还可能持续上升。”瑞安警告，新冠
疫情“顶峰”的“长度”和“高度”以及疫情
曲线能否下行，取决于政府的防疫行动，
如果放松警惕，疫情反弹、重新封锁将不
可避免。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增加百万
病例所需时间呈逐渐缩短趋势。4 月 3
日，世卫组织宣布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100万例，死亡病例超 5万例。14天后，确
诊病例数突破 200万例，之后以每 12天增
加 100 万例的速度增至 500 万例。此后，
每增加 100 万例的时间分别为 9 天、8 天、
8天、7天，而从 900万例增至 1000万例仅
用了 5天。

谭德塞说，谁也无法想象短短 6 个
月的时间，全世界会因这种新病毒而陷
入混乱。“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我
们所有人要反思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和
吸取的教训，并重新承诺尽一切努力拯
救生命。”

目前有些国家的抗疫措施虽然已成
功减缓了病毒传播，但并未完全阻止。随
着一些国家开始“解封”，疫情出现反弹。
谭德塞警告称，大多数人仍易受新冠病毒
影响，虽然大家都希望疫情早日结束，但
现实是残酷的，疫情还远未结束。

在新冠疫苗正式面世之前，世卫组织
呼吁所有国家始终如一地采取“全政府、
全社会”的防控措施，重点立足五个方面：
加强社区和个人在抗疫中的作用，人人行
动保护自己和他人；加大力度追踪和隔离
病例接触者，遏制病毒传播；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特别关注高危群体；加快新冠相
关研究；强调政治领导力，在国家层面和
国际层面推动团结抗疫。

加速科研 团结抗疫

距离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收到
新冠病例报告，已经过去 6 个月。
半年时间，新冠病毒的阴影不仅没
有散去，反而愈加肆虐。目前，全
球累计病例数已超过 1000 万、累
计死亡病例数已近50万。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对我们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设施的
一场考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 6 月 29 日表示，疫情在全球范围
内仍在加速发展，未来数月所有国
家将面临与病毒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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